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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88）

2 0 1 2年第一季度報告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欣然宣佈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或「集團」）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計業績。本公告乃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要求而作出。

一、 本行基本情況

1.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簡稱 中國銀行
股票代碼 601988（A股）
上市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票簡稱 中國銀行
股份代號 3988（H股）
上市證券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可轉換公司債券簡稱 中行轉債
可轉換公司債券代碼 113001（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
上市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董事會秘書 張秉訓
聯繫地址 中國北京復興門內大街1號，100818
電話 (86)10-66592638
傳真 (86)10-66594568
電子信箱 bocir@bank-o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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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1.2.1 基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另有說明者除外）

項目
2012年

3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減（%）

資產總計 12,894,015 11,830,066 8.99

本行股東應享權益合計 761,472 723,162 5.30

每股淨資產（人民幣元） 2.73 2.59 5.30

項目
2012年

1–3月
2011年

1–3月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66,703 210,595 169.10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人民幣元）

2.03 0.75 169.10

項目
2012年

1–3月
2011年

1–3月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稅後利潤 38,447 35,010 9.82

本行股東應享稅後利潤 36,763 33,439 9.94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3 0.12 9.93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3 0.12 9.77

淨資產收益率（%） 19.81 20.23
下降0.42個
百分點

項目
2012年

3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減

核心資本充足率（%） 9.97 10.07
下降0.10個
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 12.80 12.97
下降0.17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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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計報表差異說明

本集團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及按照中國會計準
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中列示的2012年和2011年1至3月的經營成果和於
2012年3月31日及2011年12月31日的股東權益並無差異。

1.3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1.3.1 2012年3月31日，本行股東總數為1,089,681戶。其中A股股東859,204戶，
H股股東230,477戶。

1.3.2 2012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大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序號 股東名稱 期末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股東性質 股份種類
1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88,785,049,790 67.63% 國家 A股

2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81,686,700,762 29.26% 境外法人 H股

3
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Ltd.

520,357,200 0.19% 境外法人 H股

4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484,137,260 0.17% 國有法人 A股

5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127,044,300 0.05%
境內非國
有法人 A股

6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113,648,974 0.04% 國有法人 A股

7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99,999,900 0.04% 國有法人 A股
7 中國鋁業公司 99,999,900 0.04% 國有法人 A股
9 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 90,909,000 0.03% 國有法人 A股

10
匯添富上證綜合指數證券
　投資基金

59,802,100 0.02%
境內非國
有法人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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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H股股東持股情況根據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設置的本行股東名冊中所列的股份數目統
計。

2、 上述A股股東所持股份不存在質押或凍結情況。本行未知上述H股股東的股份存在質
押或凍結的情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
滬」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品 — 005L—CT001滬」同屬中
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產品。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前十名股東之間有關
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3、 上述股東所持有股份全部為無限售條件股份。

4、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2年3月31日，在該公
司開戶登記的所有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的H股股份合計數。其中包括全國社會保障基
金理事會及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所持本行H股股份。

1.4 可轉換公司債券情況

1.4.1 可轉換公司債券持有人及擔保人情況

報告期末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可轉換公司債券╱可轉債）持有人數 18,187名
本行可轉債的擔保人 無
2012年3月31日，前十名可轉債持有人情況
序號 可轉債持有人名稱 期末持債數量（元） 持有比例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2,324,196,000 5.81%

2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1,401,211,000 3.50%

3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團體分紅 — 018L — FH001滬 1,208,243,000 3.02%

4 中誠信託有限責任公司 
　— 交行固定收益單一信託 1,117,373,000 2.79%

5 安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保險產品 1,067,039,000 2.67%
6 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保險產品 840,310,000 2.10%
7 工銀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戶資產管理 790,367,000 1.98%
8 工銀瑞信信用添利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759,596,000 1.90%
9 博時轉債增強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756,292,000 1.89%

10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715,460,00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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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報告期內可轉債變動情況

單位：元

可轉換公司債券名稱 本次變動前
本次變動增減

本次變動後
轉股 贖回 回售 其他

中國銀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 39,999,362,000 11,000 – – – 39,999,351,000

1.4.3 報告期內可轉債累計轉股情況

報告期轉股額（元） 11,000

報告期轉股數（股） 3,063

累計轉股數（股） 173,911

累計轉股數佔轉股前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0.000064%

尚未轉股額（元） 39,999,351,000

未轉股轉債佔轉債發行總量比例 99.9984%

1.4.4 轉股價格歷次調整情況

轉股價格調整日
調整後

轉股價格
披露時間 轉股價格調整說明 披露媒體

2010年6月4日 3.88元╱股 2010年5月31日 2009年度利潤分配 《中國證券報》、
《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上
交所網站、香港
交易所網站及本
行網站

2010年11月16日 3.78元╱股 2010年11月11日 A股供股

2010年12月16日 3.74元╱股 2010年12月13日 H股供股

2011年6月10日 3.59元╱股 2011年6月3日 2010年度利潤分配

截止本報告期末最新轉股價格 3.59元╱股

1.4.5 本行的負債情況、資信變化情況及在未來年度還債的現金安排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公國際」）對本行發行的可轉債
進行了跟蹤信用評級，並出具了跟蹤評級報告（大公報SD[2011]53號），
再次確定本行可轉債的債項信用等級為AAA級；大公國際的跟蹤評級觀
點為：中國銀行對本期債券的償付能力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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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是中國大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之一。本行的業務範圍涵蓋商業銀
行、投資銀行、保險、直接投資和投資管理等領域，在全球範圍內為個
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本行不斷強化的資本實力和
整體營運能力，使本行抵抗風險的能力進一步提高；本行充裕的資金實
力、穩定的資產負債結構和良好的盈利能力將為本行各項債務的償付提
供有力保障。

本行法人治理結構完善，財務透明，管理狀況良好，經營穩健，有較好
的流動性，經營歷史上未發生過債務違約紀錄。本行未來將進一步加強
管理，發展業務，不斷提升經營效益，有能力確保按期兌付。

1.4.6 本行可轉債擔保人盈利能力、資產狀況和信用狀況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

本行發行的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未提供擔保。

二、 經營情況簡要分析

2012年以來，本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揚百年中行優秀
傳統，堅定不移地實施發展戰略規劃，繼續執行「調結構、擴規模、防風
險、上水平」的工作方針，大力推進創新發展、轉型發展、跨境發展，堅
持中行特色的持續平衡發展道路，構建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
以科技為引領的全球服務體系，各項業務持續健康發展，經營效益穩步
提升。一季度，集團實現稅後利潤384.47億元1，比上年同期增長9.82%；
實現本行股東應享稅後利潤367.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94%。基本每
股收益0.13元，同比增加0.01元。淨資產收益率(ROE)和平均總資產回報
率(ROA)分別為19.81%和1.24%。

2.1 利潤表主要項目分析

1、 一季度，集團實現淨利息收入605.98億元，同比增加70.62億元，增
幅13.19%。集團淨息差2.11%，與上年同期持平。

2、 集團實現非利息收入 343.30億元，同比增加 43.06億元，增幅
14.34%，非利息收入佔比36.16%。其中，手續費及佣金收支淨額
211.52億元，同比增加25.70億元，增幅13.83%。

1 在「經營情況簡要分析」中，如無特殊說明，貨幣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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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團營業費用394.74億元，同比增加63.32億元，增幅19.11%，主要
由於本行繼續加大市場拓展和網點、渠道等基礎建設的費用投入。
集團成本收入比（中國內地監管口徑）27.79%。

4、 集團資產減值損失54.73億元。其中：

(1) 貸款減值損失55.75億元，信貸成本為0.34%。2012年3月末，集
團不良貸款總額639.39億元，不良貸款率0.97%，比上年末下降
0.03個百分點；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226.67%，比上年末提高
5.92個百分點。

(2) 債券減值準備回撥0.95億元。

2.2 主要資產負債項目分析

2012年3月末，集團資產總計128,940.1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0,639.49億
元，增幅8.99%；負債合計120,979.13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0,237.41億元，
增幅9.24%。其中：

1、 客戶存款餘額 95,170.98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6,991.37億元，增幅
7.93%。中國內地機構人民幣客戶存款餘額75,531.96億元，比上年末
增加5,334.92億元，增幅7.60%。

2、 客戶貸款總額 65,898.20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2,470.06億元，增幅
3.89%。2012年以來，本行繼續認真落實穩健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要
求，合理把握貸款投放節奏，貸款規模保持均衡適度增長。中國內
地機構人民幣貸款餘額48,420.33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071.18億元，
增幅4.47%。

3、 證券投資 2餘額 20,543.0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535.45億元，增幅
2.68%。其中，人民幣證券投資餘額15,115.2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431.18億元，增幅2.94%；外幣證券投資餘額折合862.34億美元，比
上年末增加17.45億美元，增幅2.07%。

集團持有歐洲各國政府及各類機構發行債券賬面價值折合人民幣
663.65億元，其中英國、德國、荷蘭、法國和瑞士五國相關債券賬
面價值折合人民幣641.27億元，佔比96.63%。集團不持有希臘、葡
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五國政府及各類機構發行的
債券。

2 證券投資包括可供出售證券、持有至到期日債券、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的債券和以
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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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持有美國次級、Alt-A及Non-Agency住房貸款抵押債券賬面價值
合計14.44億美元，相關的減值準備餘額10.97億美元。持有美國房地
美公司(Freddie Mac)和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發行債券和擔保債券
的賬面價值共計0.59億美元。

本行將持續跟蹤國際金融市場的進展，並根據會計準則的要求審慎
評估相關資產減值準備。

三、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與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較，變動幅度超過30%的主要合併會計報表項
目和財務指標：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2年
3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與上年末
變動比率
（%）

主要原因

庫藏股 (69) (25) 176.00 本行子公司增加持有本行股
票。

可供出售證券公允
　價值變動儲備 4,999 3,642 37.26 受境外證券市場波動影響，可

供出售債券投資估值增加。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2年
1–3月

2011年
1–3月

與上年同期
變動比率
（%）

主要原因

利息收入 123,127 90,609 35.89

中國人民銀行多次加息導致貸
款等生息資產收益率同比上
升。同時，貸款等生息資產平
均餘額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長。

利息支出 (62,529) (37,073) 68.66

中國人民銀行多次加息導致客
戶存款等付息負債的付息率同
比上升。同時，客戶存款等付
息負債平均餘額比上年同期有
所增長。

證券投資淨收益 659 982 -32.89 可供出售股權處置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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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報告期內，據本行所知，本行、股東及實際控制人在持續到報告期內的
有關承諾事項履行情況正常。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
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3.5 本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四、 季度報告

本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news.hk及
本行的網站www.boc.cn。而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第一季度報告亦同時
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網站www.sse.com.cn及本行的網站www.boc.cn。

承董事會命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楊長纓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12年4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為肖鋼、李禮輝、李早航、王永利、蔡浩儀*、
孫志筠*、劉麗娜*、姜岩松*、張向東*、張奇*、梁定邦#、Alberto TOGNI#、
黃世忠#、黃丹涵#、周文耀#及戴國良#。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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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會計報表（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合併利潤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1–3月 2011年1–3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23,127 90,609
利息支出 (62,529) (37,073)

　 　

淨利息收入 60,598 53,536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22,382 19,858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230) (1,276)

　 　

手續費及佣金收支淨額 21,152 18,582
　 　

淨交易收益 3,039 2,659
證券投資淨收益 659 982
其他營業收入 9,480 7,801

　 　

營業收入 94,928 83,560

營業費用 (39,474) (33,142)
資產減值損失 (5,473) (4,615)

　 　

營業利潤 49,981 45,803
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95 90

　 　

稅前利潤 50,076 45,893
所得稅 (11,629) (10,883)

　 　

稅後利潤 38,447 35,010
　 　

歸屬於：
本行股東 36,763 33,439
非控制性權益 1,684 1,571

　 　

38,447 35,010
　 　

本行股東享有的每股收益
　（以人民幣元╱股表示）
　—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12
　— 稀釋每股收益 0.1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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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1–3月 2011年1–3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利潤 38,447 35,010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利得：
 計入股東權益的金額 2,687 2,466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584) (184)

 當期轉入損益的金額 (544) (1,453)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173 248

　 　

小計 1,732 1,077
　 　

按照權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資單位其他
　綜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額 (8) (15)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2 4

　 　

小計 (6) (11)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09 (749)
減：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

　入損益的淨額 64 46
　 　

小計 173 (703)
　 　

其他 53 4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稅後淨額） 1,952 367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40,399 35,377
　 　

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行股東 38,354 34,102
非控制性權益 2,045 1,275

　 　

40,399 3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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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現金及存放同業 688,310 590,964
存放中央銀行 2,378,167 1,919,651
拆放同業 796,298 618,366
存出發鈔基金 61,035 56,108
貴金屬 102,195 95,90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69,804 73,807
衍生金融資產 38,035 42,757
客戶貸款和墊款淨額 6,444,892 6,203,138
證券投資 1,984,500 1,926,952
　— 可供出售證券 606,445 553,318
　— 持有至到期日債券 1,082,300 1,074,116
　— 貸款及應收款 295,755 299,518
投資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 13,889 13,293
固定資產 138,144 138,234
投資物業 14,984 14,6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904 19,516
其他資產 143,858 116,757

　 　

資產總計 12,894,015 11,83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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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同業存入 1,652,950 1,370,943
對中央銀行負債 95,255 81,456
發行貨幣債務 61,182 56,259
同業拆入 271,409 265,838
衍生金融負債 28,813 35,473
客戶存款 9,517,098 8,817,961
　— 以攤餘成本計量 8,674,896 8,256,874
　— 以公允價值計量 842,202 561,087
發行債券 169,805 169,902
借入其他資金 31,873 26,724
應付稅款 37,172 29,353
退休福利負債 5,898 6,086
遞延所得稅負債 4,712 4,486
其他負債 221,746 209,691

　 　

負債合計 12,097,913 11,074,172
　 　

股東權益
本行股東應享權益
股本 279,147 279,147
資本公積 115,359 115,359
庫藏股 (69) (25)
盈餘公積 52,194 52,165
一般準備及法定儲備金 81,325 81,243
未分配利潤 246,528 209,816
可供出售證券公允價值變動儲備 4,999 3,642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8,011) (18,185)

　 　

761,472 723,162

非控制性權益 34,630 32,732
　 　

股東權益合計 796,102 755,894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2,894,015 11,830,066
　 　

肖鋼 李禮輝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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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1–3月 2011年1–3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50,076 45,893
調整：
　資產減值損失 5,473 4,615
　固定資產折舊 2,858 2,517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攤銷 548 392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淨收益 (14) (51)
　處置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
　　投資淨收益 – (31)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95) (90)
　證券投資利息收入 (14,828) (13,300)
　證券投資收到的股利 (43) (95)
　證券投資淨收益 (659) (982)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1,796 1,350
　經營性資產和負債項目淨變化：
　　存放中央銀行淨增加額 (215,067) (165,429)
　　存放及拆放同業淨增加額 (9,488) (64,773)
　　貴金屬淨（增加）╱減少額 (6,271) 9,81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淨（增加）╱減少額 (5,779) 8,653
　　客戶貸款和墊款淨增加額 (247,374) (296,412)
　　其他資產淨增加額 (5,920) (64,558)
　　同業存入淨增加額 282,007 137,775
　　對中央銀行負債淨增加額 13,799 709
　　同業拆入淨增加額 5,571 24,462
　　客戶存款淨增加額 699,137 589,145
　　借入其他資金淨增加額 5,149 360
　　其他負債淨增加╱（減少）額 10,568 (5,147)

　 　

經營活動收到的現金流量 571,444 214,813
支付的所得稅 (4,741) (4,218)

　 　

經營活動收到的現金流量淨額 566,703 21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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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2年1–3月 2011年1–3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收到的現金 48 414
處置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投資
　所收到的現金 – 44
分得股利或利潤所收到的現金 53 131
證券投資收到的利息收入 11,745 12,670
處置╱到期證券投資收到的現金 241,155 494,406
增加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投資
　所支付的現金 (505) (158)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支付的現金 (4,870) (5,270)
購買證券投資支付的現金 (290,498) (399,809)

　 　

投資活動（支付）╱收到的現金流量淨額 (42,872) 102,428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所收到的現金 146 –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56) –
償付發行債券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1,914) (2,209)
向非控制性權益分配股利或利潤所支付的
　現金 (153) (50)
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流量淨額 (38) 62

　 　

籌資活動支付的現金流量淨額 (2,115) (2,19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067 7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522,783 311,6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期初餘額 1,017,368 769,3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期末餘額 1,540,151 1,080,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