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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2 本行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行 2018 年第三季度

报告。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11 名董事均行使表决

权。本行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3  本行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行董事长陈四清、行长刘连舸及会计信息部负责人张建游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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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A 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票代码 601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份代号 3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内优先股  

第一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 1 

股票代码 360002  

第二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 2 

股票代码 360010 

挂牌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优先股  

股票简称 BOC 2014 PREF 

股份代号 4601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梅非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 号，100818 

电话 (86) 10-6659 2638 

传真 (86) 10-6659 4568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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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 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另有说明者除外）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资产总计 20,925,662 19,467,424 7.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8,658 1,496,016 5.52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5.02 4.74 5.92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 
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124,694 7.65 376,141 3.32 

净利润 47,173 5.80 162,748 4.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186 5.67 153,274 5.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99 5.34 152,270 6.12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13 6.37 0.50 5.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1 
0.13 6.00 0.49 6.39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13 6.37 0.50 5.57 

净资产收益率 
（%，年率，加权平均）1 

10.63 
增加0.01个

百分点 
13.70 

增加0.02个 
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年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1 
10.57 

下降0.04个
百分点 

13.61 
增加0.13个 

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571,055 50.8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元） 
不适用 不适用 1.94 50.81 

注： 

1、本报告期的相关指标均已考虑当季宣告的优先股股息年化因素。  

2、本行按要求于2018年1月1日起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比较数据并无重述，具体会计政策变更参

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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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 (11)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206 546 

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损益 - 2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 18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5 833 

其他营业外收支1 33 376 

相应税项调整 (70) (422) 

少数股东损益 2 (356) 

合计 187 1,004 

 注： 

1、 其他营业外收支是指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收入和支出，包括出纳长款收入、结算

罚款收入、预计诉讼赔款、捐赠支出、行政罚没款项、出纳短款损失和非常损失等。 

2、 本集团因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

露。 

3、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和其他营业外收支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支出。 
 

2.2.2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

制的合并会计报表中列示的2018年和2017年1至9月的经营成果和于2018年9月30日

及2017年12月31日的所有者权益并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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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2.3.1 2018 年 9 月 30 日普通股股东总数：745,892 名（其中包括 557,401 名 A 股股

东及 188,491 名 H 股股东） 

2.3.2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普通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普通股 
股份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8,461,533,607 64.02% - 无 国家 A 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81,914,485,753  27.83% - 未知 境外法人 H 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590,244,925 2.92% - 无 国有法人 A 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0,024,500 0.61% - 无 国有法人 A 股 

5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060,059,360 0.36% - 无 国有法人 A 股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58,531,650 0.22% - 无 境外法人 A 股 

7 MUFG Bank, Ltd. 520,357,200 0.18% - 未知 境外法人 H 股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05L －

FH002 沪 
254,602,199 0.09% - 无 其他 A 股 

9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208,018,959 0.07% - 无 其他 A 股 

10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84,724,070 0.06% - 无 其他 A 股 

注： 

1、H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H股股份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在该公司开户登记

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计数，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股份。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机构，其中包括香

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5、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6 

2.4    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2.4.1  2018 年 9 月 30 日优先股股东总数：48 名（其中包括 47 名境内优先股股东

及 1 名境外优先股股东） 

2.4.2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优先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优先股    

股份种类 

1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 399,400,000 39.96% 未知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0 18.01%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50,000,000 5.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4 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5 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 22,000,000 2.2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21,000,000 2.1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7 全国社保基金三零四组合 20,000,000 2.0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

－工行－灵活配置 5 号特定

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2.0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19,000,000 1.9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注： 

1、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以托管人身份，代表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在清算系统 Euroclear         
和 Clearstream 中的所有投资者持有 399,400,000 股境外优先股，占境外优先股总数的 100%。 

2、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维资本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3、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同时为

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一。 

4、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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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18年前三季度，集团实现净利润1,627.48亿元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532.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1%和5.34%。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1.07%，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ROE）13.70%，同比增加0.02个

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14%，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9%，资本充足率为

14.16%2。 

3.1 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2,643.06亿元，同比增加122.22亿元，增长4.85%。净

息差1.89%3，同比增加0.04个百分点。 

2、集团实现非利息收入1,118.35亿元4，同比减少1.53亿元，下降0.14%。非利

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29.73%，同比下降1.03个百分点。其中，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685.18亿元，同比减少13.83亿元，下降1.98%。 

3、集团业务及管理费1,008.14亿元，同比增加32.35亿元，增长3.32%。成本收

入比（中国内地监管口径）26.80%，同比持平。 

4、集团资产减值损失552.69亿元，同比增加54.70亿元，增长10.98%。集团不

良贷款总额1,668.35亿元，不良贷款率1.43%，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69.23%。 

3.2 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分析 

9月末，集团资产总额209,256.6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582.38亿元，增长

7.49%。负债总额192,365.8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458.37亿元，增长7.52%。 

1、客户存款总额146,078.6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499.40亿元，增长6.96%。

其中，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客户存款107,466.8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6,822.94亿元，

增长6.78%。 

2、客户贷款总额116,977.7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012.15亿元，增长7.35%。

其中，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贷款88,417.5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5,981.94亿元，增长

7.26%。 

                                                        
1   在“经营情况简要分析”中，如无特殊说明，货币为人民币。 
2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高级方法计算。 
3 计算本期净息差时，未将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

利息计入；根据收益与资产匹配原则，将个人信用卡分期调整为非生息资产。 
4 本期非利息收入包含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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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5总额49,396.0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848.86亿元，增长8.45%。其

中，人民币投资38,389.3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082.58亿元，增长8.73%；外币投

资折合1,600.01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2.80亿美元，增长2.09%。 

                                                        
5   投资包括金融投资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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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事项 

4.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325,675 485,057 -32.86% 存放境内银行同业款项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304,848 193,611 57.45% 

首次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
金融资产列报改变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1,824,943 - 不适用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2,809,817 -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857,222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 2,089,864 不适用 

应收款项类投资 - 414,025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151,306 94,912 59.42% 
市场参数变动导致衍生金融资产
增长。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3,658 88,840 117.99% 境内同业证券回售增长。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179 46,487 -30.78% 国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31,253 20,372 53.41%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发行债券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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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74,253 258,400 -71.26% 境内同业证券回购减少。 

应交税费 23,993 34,521 -30.50% 完成上年度所得税款缴纳。 

预计负债 23,049 2,941 683.71% 
首次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表外
信用承诺损失准备增长。 

库存股 (69) (102) -32.35% 本行子公司减少持有本行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 (6,150) (35,573) -82.71% 
汇率波动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变
动。 

少数股东权益 110,422 80,663 36.89% 
本行子公司发行一级资本补充工
具。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
资收益 

1,546 924 67.32% 应享联营企业投资净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31 2,122 108.81%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增长。 

汇兑收益 (5,079) (1,327) 282.74%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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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4年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

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上述会计准则为金融工具的分类与计量、减值和套期会

计提供了新的指引。本集团按要求于2018年1月1日起采用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为严格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

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变

更后，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中所

列示的经营成果及所有者权益并无差异。具体内容请参见本行2018年半年度报告。 
 

4.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 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行于2018年8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境外优先股和第一期境内优

先股的股息分配方案，批准本行于2018年10月23日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派息总额

约为4.39亿美元（税后），股息率6.75%（税后）；批准本行于2018年11月21日派

发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息总额为19.20亿元人民币（税前），股息率6.00%

（税前）。境外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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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亦同时刊载于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