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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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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董文標、洪崎及梁玉堂；非執行董事為張宏偉、盧志強、劉永好、王玉貴、
史玉柱、王航、王軍輝及吳迪；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松奇、秦榮生、王立華、韓建旻、鄭海泉及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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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報告

重要提示

中國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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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報告中的財務報告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本報告中金額幣種除特別說明
外，均以人民幣列示。

本季度報告中「本公司」、「本行」、「民生銀行」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
團」、「民生銀行集團」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季度報告於2012年10月30日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長董文標、行長洪崎、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趙品璋、白丹，保證本季度報告
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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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況

（一）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本報告期末

2012年9月30日
上年末

2011年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減（%）

   

資產總額 2,809,570 2,229,064 26.0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權益 154,375 129,597 19.1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
　（人民幣元╱股） 5.44 4.85 增加0.59元╱股

項目
本報告期

2012年7–9月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2012年1–9月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8,621 -48,333 15.00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人民幣元╱股） 0.66 -1.70 增加0.05元╱股

項目
本報告期

2012年7–9月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2012年1–9月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9,757 28,810 30.6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0.35 1.04 25.0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0.35 1.04 25.0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年化） 25.60 26.32

增加0.48個
百分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年化） 26.04 26.48

增加0.72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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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如下：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

2012年1–9月
 

營業外收入 326
營業外支出 549
　　其中：捐贈支出 509
營業外收支淨額 -223
減：非經常性損益項目所得稅影響數 -56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淨額 -167

（二） 補充財務數據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本報告期末

2012年9月30日
上年末

2011年12月31日
  

負債總額 2,649,970 2,094,954
客戶存款總額 1,855,776 1,644,738
其中：公司存款 1,490,067 1,352,991
　　　個人存款 361,788 288,622
　　　滙出及應解滙款 3,293 3,125
　　　發行存款證 628 —
貸款和墊款總額 1,345,909 1,205,221
其中：公司貸款 922,477 841,118
　　　個人貸款 423,432 364,103
不良貸款餘額 9,662 7,539
貸款減值準備 32,774 26,936

（三）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2012年前三季度，本公司緊密圍繞著「民營企業銀行、小微企業銀行、高端客戶銀
行」戰略定位，持續打造「特色銀行」和「效益銀行」經營目標，按照年初制定的「深
化特色、突破難點、夯實基礎、提升管理」的總體思想，穩步推進戰略業務發展，
不斷提升盈利能力，實現了良好經營業績。

1、 盈利能力不斷提升，股東回報率持續提高

2012年前三季度，本集團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88.10億元，比上年
同期增長34.71%；平均總資產收益率（年化）1.56%，同比增加0.11個百分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年化）26.32%，同比增加1.27個百
分點；基本每股收益1.04元，同比增加0.24元，增幅30%。2012年前三季度，
本行淨息差為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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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負債規模穩健增長，戰略業務持續發展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資產總額28,095.70億元，負債總額26,499.70億元，分別
比上年末增長26.04%和26.49%。其中，貸款和墊款總額13,459.09億元，比上年
末增長11.67%；客戶存款總額18,557.76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2.83%。截至報告
期末，作為本公司戰略業務的小微企業貸款餘額達到2,805.32億元，比上年末
增加480.37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0.66%；本公司小微客戶數量保持快速增長，
小微客戶數達到79.23萬戶；本公司私人銀行客戶數量達到8,695戶，比上年末
增長86.99%，管理金融資產規模達到1,351.86億元，比上年末增長97.73%。

3、 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運營效率持續改善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776.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4.47億元，增
長28.97%。其中，淨利息收入573.1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2.73%；淨非利息
收入203.45億元，佔營業收入比重為26.2%，比重較上年同期增加3.76個百分
點。同時，進一步提升運營效率，成本收入比為31.82%，同比下降3.06個百分
點。

4、 資產質量保持基本穩定，不斷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大風險控制力度，提高風險管理能力。截至報告期末，
不良貸款率為0.72%，比上年末略有上升；撥備覆蓋率為339.21%，貸款撥備
率達到2.44%。

（四） 股本情況

本公司股東總數及前十名無限售股東持股情況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789,423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
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A、B、

H股或其他）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777,982,840 H
新希望投資有限公司 1,333,586,825 A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1,151,307,314 A
中國船東互保協會 905,764,505 A
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888,970,224 A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809,600,038 A
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737,955,031 A
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698,939,116 A
南方希望實業有限公司 558,306,938 A
福信集團有限公司 550,151,5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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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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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負債表
2012年

9月30日

與上年末
相比增減幅度

（%） 主要原因
   

買入返售
　金融資產

451,906 220.45 主要由於本集團積極拓展渠
道，加大與同業間票據項下資金
業務。

同業及其他
　金融機構
　存放款項

451,805 71.86 主要由於本集團加大同業資金
業務的配置力度，提高資金運用
效率。

損益表
2012年

1–9月

與上年同期
相比增減幅度

（%） 主要原因
   

利息支出 52,180 38.56 主要由於本集團付息負債規模的
增長和付息負債成本率的上升。

手續費及
　佣金收入

16,778 37.02 主要由於本集團代理業務、銀行
卡業務以及結算與清算等業務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的增長。

營業稅金及附加 5,831 33.55 主要由於本集團營業收入的大
幅增長。

所得稅費用 9,493 41.31 主要由於本集團應納稅所得額
的增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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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四） 本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業、擬上市公司股權的情況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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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資本
（人民幣百萬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民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5,095 51.03%
民生加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 60%
彭州民生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55 36.36%
慈溪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35%
上海松江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 35%
綦江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 50%
潼南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0%
資陽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 51%
梅河口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武漢江夏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 51%
長垣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宜都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上海嘉定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51%
鐘祥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0 51%
蓬萊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
安溪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
阜寧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 51%
太倉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
寧晋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51%
漳浦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景洪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51%
志丹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 51%
普洱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51%
榆林榆陽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寧國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51%
池州貴池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51%
天台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0 51%
天長民生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51%

（五） 本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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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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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根據第六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2012年度中期利潤分配方案向本公
司股東實施了分紅派息。以本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A股和H股總股本28,365,585,227
股為基數，向本行登記在冊的A股股東和H股股東派發現金股利：每10股現金分紅1.50元
（含稅），計現金分紅42.55億元，現金股利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支
付，以港幣向H股股東支付。本公司於2012年9月6日完成A股股東現金紅利派發事宜，於 
2012年9月19日完成H股股東現金紅利派發事宜。

有關實施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刊登的公告。

董事長：董文標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10月30日

附件：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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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關於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的書面確認意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3號〈季度
報告內容與格式特別規定〉》（2007年修訂）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
和要求，作為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我們在全面了解和審
核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後，出具意見如下：

1、 公司嚴格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及有關規定規範運作，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公允
地反映了公司本報告期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2、 我們保證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承諾其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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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高管人員簽名：

董文標 洪　崎 張宏偉

盧志強 劉永好 梁玉堂

王玉貴 史玉柱 王　航

王軍輝 吳　迪 王松奇

秦榮生 王立華 韓建旻

鄭海泉 巴曙松 邢本秀

趙品璋 毛曉峰 萬青元

白　丹 石　杰 李　彬

林雲山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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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2年9月30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資產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
　款項 382,990 332,805 380,663 330,898
存放同業及其他金融
　機構款項 240,139 232,336 237,257 230,190
貴金屬 5,458 527 5,458 527
拆出資金 53,677 37,745 53,677 37,745
交易性金融資產 20,235 20,423 20,235 20,423
衍生金融資產 1,038 587 1,038 587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451,906 141,022 451,254 141,022
應收利息 8,047 7,210 7,912 7,093
發放貸款和墊款 1,313,135 1,178,285 1,302,773 1,171,51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7,152 64,732 117,122 64,702
持有至到期投資 86,042 117,886 86,042 117,886
應收款項類投資 7,071 8,319 7,071 8,319
長期應收款 60,498 44,895 — —
長期股權投資 125 125 3,711 3,550
固定資產 9,561 8,823 8,752 8,477
無形資產 4,820 4,770 3,537 3,464
遞延所得稅資產 9,811 6,982 9,672 6,842
其他資產 37,865 21,592 16,675 9,219

    

資產總計 2,809,570 2,229,064 2,712,849 2,16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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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資產負債表（續）

2012年9月30日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負債及股東權益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296 160 — —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存放款項 451,805 262,891 454,787 266,187
拆入資金 31,431 16,450 30,031 16,250
向其他金融機構借款 63,479 40,825 — —
衍生金融負債 1,226 787 1,226 78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11,177 53,794 106,285 47,391
吸收存款 1,855,776 1,644,738 1,842,426 1,634,712
應付職工薪酬 9,680 5,335 9,552 5,224
應交稅費 6,503 8,414 6,342 8,202
應付利息 20,739 14,894 20,148 14,455
預計負債 4,032 3,061 4,032 3,061
應付債券 74,963 31,030 74,963 31,030
其他負債 18,863 12,575 10,327 6,660

    

負債合計 2,649,970 2,094,954 2,560,119 2,033,959
    

股東權益
股本 28,366 26,715 28,366 26,715
資本公積 45,332 38,250 45,035 37,953
盈餘公積 10,518 8,647 10,518 8,647
一般風險準備 19,849 16,740 19,800 16,700
未分配利潤 50,310 39,245 49,011 38,48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權益合計 154,375 129,597 152,730 128,501

少數股東權益 5,225 4,513 — —
    

股東權益合計 159,600 134,110 152,730 128,501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2,809,570 2,229,064 2,712,849 2,162,460
    

法定代表人、董事長：
董文標

行長：
洪崎

財務負責人：
白丹

（簽字） （簽字）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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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利潤表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109,498 84,363 105,051 81,462
利息支出 (52,180) (37,659) (49,521) (36,000)

    

利息淨收入 57,318 46,704 55,530 45,462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6,778 12,245 16,300 11,691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097) (451) (1,069) (435)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5,681 11,794 15,231 11,256

投資收益 3,872 1,446 3,870 1,445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32) (40) (32) (40)
滙兌收益 598 239 614 228
其他業務收入 226 73 35 11

    

營業收入合計 77,663 60,216 75,248 58,362

二、營業支出
營業稅金及附加 (5,831) (4,366) (5,664) (4,237)
業務及管理費 (24,712) (21,001) (24,254) (20,652)
資產減值損失 (6,951) (5,817) (6,571) (5,557)
其他業務成本 (1,084) (567) (997) (507)

    

營業支出合計 (38,578) (31,751) (37,486) (30,953)

三、營業利潤 39,085 28,465 37,762 27,409
加：營業外收入 326 78 168 22
減：營業外支出 (549) (225) (547) (224)

    

四、利潤總額 38,862 28,318 37,383 27,207
減：所得稅費用 (9,493) (6,718) (9,122) (6,437)

    

五、淨利潤 29,369 21,600 28,261 20,77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28,810 21,386
少數股東損益 559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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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利潤表（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六、每股收益
（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每股）

基本每股收益 1.04 0.80
  

稀釋每股收益 1.04 0.80
  

七、其他綜合收益 (272) (300) (272) (300)

八、綜合收益總額 29,097 21,300 27,989 20,47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 28,538 21,08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 559 214

  

法定代表人、董事長：
董文標

行長：
洪崎

財務負責人：
白丹

（簽字） （簽字）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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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利潤表

2012年度7–9月3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7–9月

2011年度
7–9月

2012年度
7–9月

2011年度
7–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36,917 32,504 35,312 31,413
利息支出 (17,470) (15,345) (16,507) (14,703)

    

利息淨收入 19,447 17,159 18,805 16,710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6,070 4,064 5,746 3,919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419) (189) (412) (184)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5,651 3,875 5,334 3,735

投資收益 585 248 584 248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 (398) 13 (398) 13
滙兌收益 783 47 806 35
其他業務收入 139 18 17 4

    

營業收入合計 26,207 21,360 25,148 20,745

二、營業支出
營業稅金及附加 (1,982) (1,533) (1,911) (1,490)
業務及管理費 (9,143) (8,175) (8,967) (8,012)
資產減值損失 (1,545) (1,480) (1,295) (1,357)
其他業務支出 (329) (158) (295) (141)

    

營業支出合計 (12,999) (11,346) (12,468) (11,000)

三、營業利潤 13,208 10,014 12,680 9,745
加：營業外收入 172 61 154 14
減：營業外支出 (217) (164) (217) (164)

    

四、利潤總額 13,163 9,911 12,617 9,595
減：所得稅費用 (3,202) (2,367) (3,065) (2,288)

    

五、淨利潤 9,961 7,544 9,552 7,30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9,757 7,468
少數股東損益 20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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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利潤表（續）

2012年度7–9月3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7–9月

2011年度
7–9月

2012年度
7–9月

2011年度
7–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六、每股收益
（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每股）

基本每股收益 0.35 0.28
  

稀釋每股收益 0.35 0.28
  

七、其他綜合收益 (890) (214) (890) (214)

八、綜合收益總額 9,071 7,330 8,662 7,093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 8,867 7,25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 204 76

  

法定代表人、董事長：
董文標

行長：
洪崎

財務負責人：
白丹

（簽字） （簽字）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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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

吸收存款和同業及
　其他金融機構存放
　款項淨增加額 399,952 206,606 396,314 204,410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
　佣金的現金 120,196 89,428 115,314 87,010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14,981 35,283 13,781 22,742
拆出資金淨減少額 — 7,560 — 7,56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淨增加額 57,383 7,502 58,894 9,872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57,616 16,890 8,931 6,195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50,128 363,269 593,234 337,789
    

發放貸款和墊款
　淨增加額 (141,568) (121,925) (137,924) (99,789)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及
　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淨增加額 (87,333) (120,015) (88,020) (119,734)
拆出資金淨增加額 (15,932) — (15,932) —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淨
　增加額 (310,884) (65,517) (310,232) (65,517)
支付利息、手續費及
　佣金的現金 (46,079) (27,841) (43,544) (26,701)
支付給職工以及
　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0,515) (8,193) (10,500) (8,063)
支付的各項稅費 (20,225) (12,226) (19,628) (11,867)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65,925) (20,635) (17,868) (20,609)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98,461) (376,352) (643,648) (352,280)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48,333) (13,083) (50,414) (1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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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118,296 88,931 118,295 88,606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
　現金 3,979 4,671 3,976 4,669
處置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收到的現金 15 78 15 8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2,290 93,680 122,286 93,283
    

投資支付的現金 (138,001) (102,757) (138,001) (102,727)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 — — (161) (381)
購建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4,390) (6,146) (3,834) (4,234)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42,391) (108,903) (141,996) (107,342)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20,101) (15,223) (19,710) (14,059)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9,158 399 9,005 —
其中：子公司吸收
　　　　少數股東投資
　　　　收到的現金 153 399 — —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49,919 9,975 49,919 9,975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9,077 10,374 58,924 9,975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6,000) — (6,000) —
分配股利、利潤或
　償付應付債券利息
　支付的現金 (13,960) (7,109) (13,960) (7,109)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9,960) (7,109) (19,960) (7,109)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39,117 3,265 38,964 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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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及公司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民生銀行集團 民生銀行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2012年度
1–9月

2011年度
1–9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四、滙率變動對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29) (209) (29) (209)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淨增加額 (29,346) (25,250) (31,189) (25,893)

    

加：年初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餘額 268,262 172,217 265,968 170,924

    

六、期末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餘額 238,916 146,967 234,779 145,031

    

法定代表人、董事長：
董文標

行長：
洪崎

財務負責人：
白丹

（簽字） （簽字）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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