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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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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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398）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季度報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宣佈本行及其子公司（「本集團」）截至2012
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的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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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提示

1.1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
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2012年10月30日，本行董事會審議通過了《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會議應出席董事
16名，親自出席13名，委託出席3名，姜建清董事長委託楊凱生副董事長、李曉鵬
董事委託王麗麗董事、黃鋼城董事委託洪永淼董事出席會議，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1.3 本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本行法定代表人姜建清、主管財會工作負責人楊凱生及財會機構負責人沈如軍聲明
並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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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基本信息

A股：
股票簡稱 工商銀行
股票代碼 601398
上市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H股：
股票簡稱 工商銀行
股份代號 1398
上市證券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
可轉換公司債券簡稱 工行轉債
可轉換公司債券代碼 113002
上市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姓名 胡　浩
聯繫地址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

（郵政編碼：100140）
電話 86-10-66108608
傳真 86-10-66107571
電子信箱 ir@icbc.com.cn

2.2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2.2.1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

增減（%）
資產總額 17,371,150 15,476,868 12.2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8,637,812 7,788,897 10.9

貸款減值準備 215,529 194,878 10.6

投資淨額 4,076,995 3,915,902 4.1

負債總額 16,295,876 14,519,045 12.2

客戶存款 13,633,502 12,261,219 11.2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款項 1,578,619 1,341,290 17.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 1,073,350 956,742 12.2

每股淨資產（人民幣元） 3.07 2.74 12.0

2012年1至9月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83,704 417.8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2.53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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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12年7至9月 2012年1至9月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1)

（%、百分點）
淨利潤 62,470 185,711 14.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62,442 185,602 14.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8 0.53 12.5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8 0.52 20.0

加權平均權益回報率（%，年化） 23.91 24.24 減少0.81個百分點

註： (1)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是指2012年7至9月期間相關財務指標與2011年7至9月期間相關財務
 指標的比較情況。

2.2.2 按中國會計準則與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差異說明

本集團按中國會計準則和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中，截至2012年9月
30日止報告期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和報告期末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並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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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東數量及持股情況

截至報告期末，本行股東總數為963,226戶。其中H股股東151,645戶，A股股東811,581
戶。

本行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總數 963,226 （2012年9月30日的A+H在冊股東數）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以下數據來源於2012年9月30日的在冊股東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股份
類別

持股比例
（%） 持股總數

持有
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
凍結的

股份數量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 A股 35.4 123,757,716,023 0 無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國家 A股 35.3 123,316,451,864 0 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H股 24.6 86,002,028,941 0 未知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其他內資 A股 0.8 2,806,269,049 0 無

工銀瑞信基金公司— 工行 
 — 特定客戶資產管理

其他內資 A股 0.3 1,053,190,083 0 無

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保險產品

其他內資 A股 0.2 544,890,787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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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內資 A股 0.1 515,575,975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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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內資 A股 0.1 454,484,766 0 無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其他內資 A股 0.1 405,171,492 0 無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其他內資 A股 0.1 283,287,898 0 無

註： (1) H股股東持股情況是根據H股證券登記處設置的本行股東名冊中所列的股份數目統計。

(2)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自2011年10月10日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買入方式增持本
行股份。自2011年10月10日至2012年10月9日，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累計增持本行A股
127,617,332股，約佔本行截至2012年9月30日已發行總股本的0.037%。

2012年10月10日，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買入方式增持本行
A股4,733,539股，此外，根據本行於2012年10月10日收到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通知，其
擬在自2012年10月10日起的6個月之內以其自身名義繼續在二級市場增持本行股份，詳情請見本
行於2012年10月12日發佈的《關於匯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

(3)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與「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同屬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除此
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東之間有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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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權益和淡倉

主要股東及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
倉的人士

截至2012年9月30日，本行接獲以下人士通知其在本行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
益或淡倉，該等權益或淡倉已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
所載如下：

A股股東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A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約佔全部
已發行A股
百分比（%）

約佔全部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財政部(1)

實益擁有人 118,006,174,032 好倉 44.95 33.78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2)

實益擁有人 118,006,174,032 好倉 44.95 33.78

註： (1) 截至2012年9月30日，根據本行股東名冊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登記在冊的本行股票為
 123,316,451,864股。

(2) 截至2012年9月30日，根據本行股東名冊顯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登記在冊的本行股票
為123,757,716,023股。

H股股東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H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約佔全部
已發行H股
百分比（%）

約佔全部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

實益擁有人 11,276,281,524 好倉 12.99 3.23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受控制企業
 權益

5,235,843,470 好倉 6.03 1.50

JPMorgan Chase & Co. 實益擁有人 625,642,597 好倉 0.72 0.18

投資經理 968,153,910 好倉 1.11 0.28

保管人 — 
 法團╱核准
 借出代理人

3,615,967,035 好倉 4.17 1.03

合計 5,209,763,542 6.00 1.49

實益擁有人 345,901,015 淡倉 0.4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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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可轉換公司債券情況

前10名A股可轉債持有人持有情況

單位：元
債券持有人名稱 持有票面金額
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保險產品 1,908,938,00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689,129,000

博時轉債增強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682,318,000

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保險產品 603,110,000

富國可轉換債券證券投資基金 527,392,000

第一創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15,697,00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508,152,000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505,717,000

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 — 雙盈10號 436,774,000

UBS AG 405,003,000

註：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可轉換公司債券參與質押式回購交易業務的通知》等相關規定，本行可轉債自2012
年5月21日起參與質押式回購交易。以上數據為本行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的截至報告期
末A股可轉債持有人名冊和各結算參與人債券回購質押專用賬戶具體持有人信息進行合併加總後所得。

2.5.1 可轉債擔保人情況

無可轉債擔保人。

2.5.2 可轉債轉股價格調整情況

工行轉債轉股價格自2012年6月14日由3.97元╱股調整為3.77元╱股。報告期內未發
生工行轉債轉股價格調整情況。

2.5.3 可轉債轉股情況

工行轉債自2011年3月1日起進入轉股期。截至2012年9月30日，累計已有12,018,490
張工行轉債轉為本行A股股票，累計轉股股數為302,698,844股。截至報告期末，尚有
237,981,510張工行轉債在市場上流通，佔工行轉債發行總量的95.19%。

2.5.4 可轉債信用評級情況

中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對工行轉債的信用狀況進行了跟蹤分析，出具了信用評級
報告（信評委函字[2012]跟蹤006號），確定本行的主體信用等級為AAA，評級展望穩
定；截至報告期末，工行轉債的信用等級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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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除特別說明外，本部分財務數據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情況如下：

實現淨利潤1,857.11億元，同比增長13.3%。利息淨收入3,113.69億元，同比增長
16.6%，主要是由於生息資產規模增長及淨利息收益率上升。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796.87億元，同比增長1.8%。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1,856.02億元，同比增長
13.3%。成本收入比26.45%。

報告期末，總資產173,711.50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8,942.82億元，增長12.2%。客戶
貸款及墊款總額86,378.1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8,489.15億元，增長10.9%，其中境內
分行人民幣貸款增加6,669.36億元，增長9.5%。從結構上看，公司類貸款57,618.50億
元，個人貸款21,494.47億元，票據貼現2,115.74億元，境外貸款及其他5,149.41億元。
貸存款比例為63.2%。

總負債 162,958.76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17,768.31億元，增長 12.2%。客戶存款
136,335.0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3,722.83億元，增長11.2%。從結構上看，定期存款
69,045.65億元，活期存款65,458.32億元，其他1,831.05億元。

股東權益合計10,752.7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174.51億元，增長12.3%。

按照貸款質量五級分類，不良貸款餘額為747.5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7.41億元，比
6月末減少3.73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87%，比上年末下降0.07個百分點；撥備覆蓋
率為288.33%，比上年末提高21.41個百分點。

核心資本充足率10.51%，資本充足率13.61%，均滿足監管要求。



8

4. 重要事項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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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
　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785,188 478,002 64.3 加大資金運作力度，提高
 資金使用效率，存拆放
 款項增加

買入返售款項 499,342 349,437 42.9 買入返售票據和債券質押
 拆出增加

其他資產 245,490 186,176 31.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增加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
　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
　的金融負債

246,946 171,973 43.6 結構性存款和保本理財資金
 的規模增加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5 103 293.2 子公司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
未分配利潤 427,699 313,334 36.5 當期利潤增加
非控制性權益 1,924 1,081 78.0 收購新的子公司導致的

 非控制性權益增加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2年1至9月 2011年1至9月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交易淨收入╱（支出） 368 (264) 不適用 交易類金融資產的收益增加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
　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
　的金融資產和
　金融負債淨損失

(4,674) (546) 756.0 向客戶兌付的結構性存款
 支出和保本理財資金
 支出增加

金融投資淨收益 616 422 46.0 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的
 收益增加

其他營業淨收入 6,374 3,503 82.0 滙率類衍生工具產生的
 已實現收益增加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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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收購美國東亞銀行股權

2011年1月21日，本行與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簡稱「東亞銀行」）及East Asia Holding 
Company, Inc.（為東亞銀行在美國的全資子公司，東亞銀行通過其持有美國東亞銀
行100%股權）就收購美國東亞銀行80%股權事宜簽署交易協議。該項交易已於2011
年3月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並於2012年5月獲得美國聯邦儲備委員
會批准。2012年7月6日，該項交易完成股份與資金交割，本行正式控股美國東亞銀
行。

4.2.2 收購阿根廷標準銀行股權

2011年8月5日，本行與Standard Bank London Holdings Plc（標準銀行倫敦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標銀倫敦」）、Holding W-S De Inversiones S.A.（其與標銀倫敦合稱
為「賣方」）及賣方擔保人標準銀行、Sielecki家族成員、Werthein家族成員就本行購
買Standard Bank Argentina S.A.、Standard Investments S.A. Sociedad Gerente de Fondos 
Comunes de Inversión及Inversora Diagonal Sociedad Anónima 各80%股份事宜簽訂協議
備忘錄。該項交易已於2011年9月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截至報告
期末，該項交易正在履行境外監管機構的審批程序。

4.2.3 入股金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28日，本行董事會批准本行入股金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當日，本行與
安盛中國（法國AXA安盛集團的子公司）和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就金盛人壽保險有限公
司股權買賣交易簽署了有關協議。該項交易已獲得監管機構的批准，並於2012年7
月5日完成交割。金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已於2012年7月6日正式更名為工銀安盛人
壽保險有限公司，截至報告期末，本行持有其60%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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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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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無新承諾事項。截至2012年9月30日，股東所
作的持續性承諾均得到履行，相關承諾如下表所示：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時間及期限
承諾做出的
法律文件 承諾事項 承諾履行情況

第一大股東：
 中央匯金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

不競爭承諾 2006年10月╱
 無具體期限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
 公開發行股票
 （A股）招股說明書

只要中央匯金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繼續持有本行
 任何股份或根據中國或
 本行股份上市地的法律
 或上市規則被視為是
 本行控股股東或是本行
 控股股東的關聯人士，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
 公司將不會從事或參與
 任何競爭性商業銀行
 業務，包括但不限於
 發放貸款、吸收存款及
 提供結算、基金託管、
 銀行卡和貨幣兌換服務
 等。然而，中央匯金
 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可以
 通過其於其他商業銀行
 的投資，從事或參與
 若干競爭性業務。
 對此，中央匯金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已承諾
 將會：(1)公允地對待
 其在商業銀行的投資，
 並不會利用其作為本行
 股東的地位或利用這種
 地位獲得的信息，做出
 不利於本行或有利於
 其他商業銀行的決定或
 判斷；及(2)為本行的最
 大利益行使股東權利。

根據承諾正常履行

2010年11月╱
 無具體期限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A股
 配股說明書

2010年8月╱
 無具體期限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A股可轉換公司
 債券募集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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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經2012年5月31日召開的2011年度股東年會批准，本行已於2012年7月12日向截至2012
年6月13日收市後登記在冊的股東派發了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的現
金股息，每10股派發股息人民幣2.03元（含稅），共計分派股息約人民幣709億元。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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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附錄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5.1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載於本公告附錄

5.2 合併報告範圍變化

報告期內，本行將工銀安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和美國東亞銀行納入合併報表範圍。

6. 發佈業績公告

本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披露易」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
行網址(www.icbc.com.cn，www.icbc-ltd.com)。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季度報告全
文亦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www.sse.com.cn)及本行網址(www.icbc.com.cn，
www.icbc-ltd.com)。

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兩種文字編製，在對兩種文本的理解上發生歧義時，以中文
文本為準。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楊凱生先生、王麗麗女士及李曉鵬先生；非執行董
事環揮武先生、汪小亞女士、葛蓉蓉女士、李軍先生、王小嵐先生及姚中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善達先生、
黃鋼城先生、M • C • 麥卡錫先生、鍾嘉年先生、柯清輝先生及洪永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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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利潤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7至9月 2012年1至9月 2011年7至9月 2011年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82,795 537,317 153,468 426,187

利息支出 (75,484) (225,948) (60,885) (159,100)
    

利息淨收入 107,311 311,369 92,583 267,087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27,348 86,184 26,429 83,273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2,465) (6,497) (1,925) (4,978)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4,883 79,687 24,504 78,295

交易淨收入╱（支出） 616 368 (243) (264)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淨損失 (3,211) (4,674) (322) (546)
金融投資淨收益 162 616 113 422

其他營業淨收入 1,151 6,374 702 3,503
    

營業收入 130,912 393,740 117,337 348,497
    

營業費用 (45,697) (130,228) (40,352) (113,607)

減值損失：
 — 客戶貸款及墊款 (5,707) (24,736) (7,634) (24,428)
 — 其他 (515) (723) 132 45

    

營業利潤 78,993 238,053 69,483 210,507

分佔聯營及合營公司收益 635 1,787 531 1,852
    

稅前利潤 79,628 239,840 70,014 212,359

所得稅費用 (17,158) (54,129) (15,611) (48,381)
    

淨利潤 62,470 185,711 54,403 16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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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利潤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7至9月 2012年1至9月 2011年7至9月 2011年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62,442 185,602 54,359 163,840
 非控制性權益 28 109 44 138

    

62,470 185,711 54,403 163,978
    

每股收益
 — 基本（人民幣元） 0.18 0.53 0.16 0.47

 — 稀釋（人民幣元） 0.18 0.52 0.15 0.46
    

姜建清 楊凱生 沈如軍
董事長 副董事長、行長 財會機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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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綜合收益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7至9月

2012年
1至9月

2011年
7至9月

2011年
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淨利潤 62,470 185,711 54,403 163,978
    

其他綜合收益╱（損失）（稅後淨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淨收益╱（損失） (5,526) 1,600 (5,706) (10,458)
 現金流量套期淨收益 32 125 231 333
 分佔聯營及合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154 77 615 753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70) (757) (7,191) (10,003)
 其他 (4) 9 — 11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損失）小計 (5,414) 1,054 (12,051) (19,364)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57,056 186,765 42,352 144,614
    

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57,032 186,651 42,345 144,527
 非控制性權益 24 114 7 87

    

57,056 186,765 42,352 144,614
    

姜建清 楊凱生 沈如軍
董事長 副董事長、行長 財會機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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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財務狀況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012年9月30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3,150,519 2,762,156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785,188 478,002
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資產 27,471 30,822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138,074 121,386
衍生金融資產 14,942 17,460
買入返售款項 499,342 349,437
客戶貸款及墊款 8,422,283 7,594,019
金融投資 3,911,450 3,763,694
對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33,246 32,750
物業和設備 123,558 119,0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587 21,938
其他資產 245,490 186,176

  

資產合計 17,371,150 15,47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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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財務狀況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續）
2012年9月30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237 100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 246,946 171,973
衍生金融負債 12,832 12,617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款項 1,578,619 1,341,290
賣出回購款項 222,649 206,254
存款證 45,137 41,426
客戶存款 13,633,502 12,261,219
應交所得稅 38,923 51,535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5 103
已發行債務證券 235,320 204,161
其他負債 281,306 228,367

  

負債合計 16,295,876 14,519,045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
 股本 349,322 349,084
 可轉換公司債券權益成份 2,842 2,954
 儲備 293,487 291,370
 未分配利潤 427,699 313,334

  

1,073,350 956,742
非控制性權益 1,924 1,081

  

股東權益合計 1,075,274 957,823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17,371,150 15,476,868
  

姜建清 楊凱生 沈如軍
董事長 副董事長、行長 財會機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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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1至9月

2011年
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239,840 212,359
調整：
 分佔聯營及合營公司收益 (1,787) (1,852)
 折舊 9,465 9,036
 攤銷 1,282 1,059
 金融投資攤銷 (2,850) (6,272)
 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 24,736 24,428
 其他資產減值損失 723 (45)
 未實現滙兌損失 3,142 3,959
 發行債務證券利息支出 7,204 3,438
 已減值貸款利息收入 (646) (285)
 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淨收益 (583) (347)
 權益投資交易淨損益 (24) 12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和負債淨損失 4,674 546
 處置物業和設備及其他資產（不含抵債資產）淨收益 (426) (508)
 股利收入 (33) (75)

  

284,717 245,453
  

經營資產的淨減少╱（增加）：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112,314) (527,559)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55,007) (32,078)
 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資產 3,354 (32,140)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17,166) (134,975)
 買入返售款項 (6,277) 14,718
 客戶貸款及墊款 (854,641) (833,607)
 其他資產 (79,765) (49,669)

  

(1,121,816) (1,5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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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1至9月

2011年
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負債的淨增加╱（減少）：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 75,097 168,589
 向中央銀行借款 137 49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款項 237,898 258,812
 賣出回購款項 16,395 51,181
 存款證 3,770 19,365
 客戶存款 1,373,053 1,013,087
 其他負債 78,910 55,290

  

1,785,260 1,566,373
  

所得稅前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48,161 216,516
支付的所得稅 (64,457) (45,83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83,704 170,68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建物業和設備及其他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17,720) (10,484)
處置物業和設備及其他資產（不含抵債資產）所收到的
 現金 826 1,089
購買金融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817,072) (1,127,706)
出售及贖回金融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669,238 1,129,355
收購子公司所支付的現金淨額 (1,830) —
投資合營及聯營公司所支付的現金 (13) (3)
分配股利及紅利所收到的現金 815 1,23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5,756) (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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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會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1至9月

2011年
1至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發行次級債券所收到的現金 20,000 38,000
發行其他債務證券所收到的現金 11,668 9,532
支付債務證券利息 (5,426) (3,048)
收購非控制性權益所支付的現金 — (120)
分配普通股股利所支付的現金 (70,912) (65,543)
向非控制性股東分配股利所支付的現金 (41) (69)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4,711) (21,2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673,237 142,9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848,308 528,971
滙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282) (6,0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1,520,263 665,86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包括：
收取的利息 518,055 405,884
支付的利息 (186,003) (142,748)

  

姜建清 楊凱生 沈如軍
董事長 副董事長、行長 財會機構總經理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Color Management Off)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ColorImage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GrayImageResolution 1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64006500740061006c006a006500720065007400200073006b00e6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70020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6006f0072007200650074006e0069006e0067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a0075007600650072006c00e40073007300690067006500200041006e007a0065006900670065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76006f006e00200047006500730063006800e400660074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1006e007a006100200064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650072006300690061006c00650073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6f0066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6e0065006c007300200066006900610062006c0065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3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500740020006c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5.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FEFF30d330b830cd30b9658766f8306e8868793a304a3088307353705237306b90693057305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92884c3044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7000e5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670020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7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6006f0072007200650074006e0069006e0067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e700e3006f002000650020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e1007600650069007300200064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65007200630069006100690073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74006b0061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100740020007900720069007400790073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65007400740061007600610061006e0020006e00e400790074007400e4006d0069007300650065006e0020006a0061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61006d0069007300650065006e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70006100730073006100720020006600f60072002000740069006c006c006600f60072006c00690074006c006900670020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30068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10066006600e40072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1512.000 936.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