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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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CHONGQING CO., LTD.*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3）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或「重慶銀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
行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期間（「報告期」）參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業績報告。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的要求做
出。

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業績公告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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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於2015年10月30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本業績公告。

1.3 本業績公告所載之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1.4 本報告期未經審計營運資料為額外提供的資料。

* 本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於香港金融管
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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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份簡稱： 重慶銀行

股份代號： 1963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甘為民

授權代表： 甘為民
周文鋒

聯席公司秘書： 周文鋒
何詠紫

註冊地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重慶市
渝中區鄒容路153號
郵政編碼：400010

香港主要營業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聯繫電話： +86 (23) 6379 2129

傳真： +86 (23) 6379 9024

電子信箱： ir@bankofcho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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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摘要

本行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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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30日止報告期內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淨利潤和報告期末歸屬於股
東的淨利潤並無差異。

主要財務數據及財務指標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末
增減(%)

資產總額 292,973,028 274,531,145 6.7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119,216,328 106,448,851 12.0
負債總額 274,889,572 258,628,122 6.3
客戶存款 194,450,435 167,932,436 15.8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18,083,456 15,903,023 13.7
權益總額 18,083,456 15,903,023 13.7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人民幣元） 6.68 5.88 13.6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本報告期
（2015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5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淨利潤 836,696 10.6 2,674,513 10.4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
 淨利潤 836,696 10.6 2,674,513 10.4

本報告期
（2015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5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基本每股盈利
 （人民幣元） 0.31 0.03 0.99 0.09
平均年化權益
 回報率(%) 18.82 (1.18) 21.0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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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報告期末股份總數及股東持股情況

截 至 報 告 期 末， 本 行 股 份 總 數 為2,705,227,505股， 其 中H股 為
1,157,193,512股，內資股為1,548,033,993股。

本行內資股前十大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總數

持股
佔總股份
比率(%) 質押股份數

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
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407,010,187 15.05 0
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71,339,698 6.33 0
重慶市地產集團 國有 139,838,675 5.17 0
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139,838,675 5.17 0
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29,564,932 4.79 0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94,506,878 3.49 0
重慶南方集團有限公司 民營 68,602,362 2.54 68,600,000
重慶交通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37,456,522 1.38 0
重慶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 29,942,325 1.11 0
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24,191,310 0.89 0
合計 1,242,291,564 45.92 6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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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上市H股大股東（即持有5%或以上H股之股份）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H股
股份數目

佔本行
總H股數目之
百分比(%)

佔本行
總股本之
百分比(%)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1) 實益擁有人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1) 受控法團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1) 受控法團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2)

受託人權益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王守業(1) 酌情信託的成立人╱
信託受益人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王嚴君琴(1) 配偶權益 458,574,853
（好倉）

39.63 16.95

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3) 實益擁有人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重慶力帆實業（集團）
 進出口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力帆實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尹明善(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陳巧鳳(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39,000,000
（好倉）

12.01 5.14

重慶北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4,823,500
（好倉）

7.3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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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擁有本行458,574,853股H股。大新銀行有限公司由大新銀行
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則由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擁有約74.57%權益。王守業先生實益擁有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0.97%權益。王嚴君琴女士為王守業先生的配偶。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大
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王守業先生和王嚴君琴女士被
視為擁有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在本行所持有的股份權益。

(2)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為就王守業先生及其家屬利益而成立的全權信託受託
人，間接持有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之37.66%權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大新銀行有限公司（見上文註(1)）在本行所
持有的股份權益。

(3) 本行獲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尹明善先生、陳巧鳳女
士確認，於2015年9月30日，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139,000,000
股H股，而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
所全資持有，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為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所全資持有，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49.40%的權益，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72%的權
益。尹明善先生以及其配偶陳巧鳳女士分別實益擁有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已
發行股本約26.5%及24.5%，其合共持有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約51%的權益。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力帆實
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尹
明善先生和陳巧鳳女士被視為擁有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本行所持有的股
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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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於2015年9月30日，本行資產總額人民幣2,929.73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
184.42億元，增幅6.7%。其中：

• 客戶存款人民幣1,944.50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65.18億元，增幅
15.8%。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幣1,058.82億元，活期存款人民幣615.28億
元，保證金存款人民幣235.05億元，其他存款人民幣35.35億元。

•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人民幣1,192.16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127.67億
元，增幅12.0%。其中，公司貸款人民幣769.21億元，個人貸款人民幣
356.97億元，票據貼現人民幣65.98億元。

• 不良貸款餘額人民幣11.77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4.45億元；不良貸
款率0.98%，較上年末上升0.29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217.26%，較上年
末降低101.61個百分點。

• 貸存比61.31%，較上年末下降2.08個百分點。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行實現淨利潤人民幣26.75億元，較上年同
期增加人民幣2.51億元，增幅10.4%。平均年化總資產回報率為1.26%，較上
年同期下降0.23個百分點；平均年化權益回報率為21.04%，較上年同期下降
1.39個百分點；實現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0.99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0.09
元。

• 生息資產規模持續增長，淨利息收入穩步提升。淨利息收入人民幣51.76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5.59億元，增幅12.1%；年化淨利息收益率
為2.56%，較上年同期下降34個基點。

•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實現快速增長。實現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人民幣
11.2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4.46億元，增幅65.9%，主要得益於
理財業務、信用卡業務的快速增長，其中：實現理財業務手續費收入人
民幣6.98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20.0%；信用卡手續費收入人民幣1.18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03.1%。

• 營業費用人民幣21.1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75億元，增幅
15.0%。成本收入比26.59%，較上年同期下降0.50個百分點。資產減值損
失人民幣6.2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66億元，增幅36.4%。

按照《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本行於報告期末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為9.73%，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73%，較上年末分別上升0.10、0.10個百分
點；資本充足率為10.78%，較上年末下降0.22個百分點，滿足中國銀行業最
新的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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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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同期或上年度末比較，變動幅度超過30%的主要會計報表項目和
財務指標及主要變動原因如下：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5年
1-9月

2014年
1-9月

與上年同期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利息支出 6,394,687 4,912,662 30.2 主 要是存款規模增加及
存款成本上升所致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81,775 720,578 64.0 主 要是理財業務及信用
卡業務增加所致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59,286 43,961 34.9 主 要是代理手續費支出
增加所致

淨交易收益 76,033 120,223 (36.8) 主 要是市場公允價值變
動所致

證券投資淨（損失）╱
 收益

(9,964) 59,567 (116.7) 主 要是去年同期因賣出 
債券投資收益的增
加，而今年1-9月未賣 
出債券

其他營業收入 33,783 20,003 68.9 主 要是獲得的涉農貸款
財政性獎勵大幅增長
所致

資產減值損失 621,205 455,593 36.4 主 要是受宏觀經濟下行 
影響，不良貸款增加， 
加上審慎評估各行業
風險和企業償債能力
後，加大貸款損失準
備的計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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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與上年度末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證券投資－可供 
 出售之證券

13,773,209 10,293,703 33.8 主 要是我行根據市場行
情，增持債券

證券投資－持有 
 至到期之證券

12,660,818 7,297,640 73.5 主 要是我行根據市場行
情，增持債券

其他資產 3,037,742 1,789,089 69.8 主 要是應收利息較上年
末增長所致

應交稅金 372,197 218,597 70.3 主 要是本行利潤總額較
上年同期增長導致應
交所得稅增加所致

發行債券 12,471,925 3,785,076 229.5 主 要是為優化負債結
構，增加資金來源渠
道，本期發行了同業
存單所致

其他儲備 4,964,144 3,798,252 30.7 主 要是今年一般風險準
備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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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設立消費金融合資公司

本行作為發起人和一般出資人，與包括重慶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在內的其他出資人共同投資設立一家消費金融合資公司。2014年8月
15日，本行同其他發起人簽署投資文件，共同發起設立消費金融合
資公司。消費金融合資公司註冊資本擬定為人民幣3億元，本行以現
金方式按每股面值1元認購消費金融合資公司5,400萬股股份，佔消
費金融合資公司成立時總股本的18%。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重慶銀監局已於2015年6月11日發出《關於馬上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開業的批復》（「開業批復」）並於2015年6月12日發出中華人民共和
國金融許可證，在根據開業批復及相關法律法規辦理有關手續後，
馬上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於2015年6月18日正式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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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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本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2015年6月12日，經年度股東大會審議批准，本行派發2014年度之末期股
息每股股息為人民幣0.272元（含稅）（2013年：人民幣0.224元（含稅）），
基於2014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利潤和發行股數，股息分配總額為人民幣
735,821,881.36元（含稅）。該2014年度末期股息已經於2015年7月20日派
發給H股和內資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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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季度業績公告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季度業績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的「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網站(www.cqcbank.com)。

本季度業績公告以中、英文兩種語言編製，在對本季度業績公告的中、英文
版本理解上發生歧義時，以中文為準。

承董事會命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甘為民

中國重慶，2015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甘為民先生、冉海陵先生及詹旺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覃偉先生、鄧勇先生、呂維女士及楊駿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李和先生、杜冠文先生、孔祥彬先生、王彭果先生及靳景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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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綜合收益表
2015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1,570,246 9,529,109
利息支出 (6,394,687) (4,912,662)

利息淨收入 5,175,559 4,616,447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81,775 720,578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59,286) (43,961)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122,489 676,617

淨交易收益 76,033 120,223
證券投資淨（損失）╱收益 (9,964) 59,567
其他營業收入 33,783 20,003

營業收入 6,397,900 5,492,857

營業費用 (2,111,836) (1,837,084)
資產減值損失 (621,205) (455,593)

營業利潤 3,664,859 3,200,180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799 690

稅前利潤 3,665,658 3,200,870

所得稅 (991,145) (777,556)
淨利潤 2,674,513 2,423,314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淨利潤 2,674,513 2,423,314

銀行股東每股基本及稀釋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及稀釋 0.9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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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2015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淨利潤 2,674,513 2,423,314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之證券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325,092 155,911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81,273) (38,978)

小計 243,819 116,933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福利重估盈餘 (2,770) (4,888)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693 1,222

小計 (2,077) (3,666)

其他綜合收益稅後總額 241,742 113,267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2,916,255 2,53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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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2015年9月30日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5年
9月30日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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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91,363 35,699,093
存放於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款項 38,887,715 54,409,45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5,171,133 4,798,210
客戶貸款及墊款 116,658,281 104,114,756
證券投資
 －貸款及應收款項 63,090,001 53,388,377
 －可供出售之證券 13,773,209 10,293,703
 －持有至到期之證券 12,660,818 7,297,640
對聯營企業投資 27,204 26,405
固定資產 2,614,201 2,396,654
遞延所得稅資產 361,361 317,765
其他資產 3,037,742 1,789,089

資產總額 292,973,028 274,531,145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61,824,770 81,635,724
客戶存款 194,450,435 167,932,436
其他負債 5,770,245 5,056,289
應交稅金 372,197 218,597
發行債券 12,471,925 3,785,076

負債總額 274,889,572 258,628,122

股東權益
屬於本銀行股東的股本和儲備金
股本 2,705,228 2,705,228
資本公積 2,444,623 2,444,623
其他儲備 4,964,144 3,798,252
未分配利潤 7,969,461 6,954,920

股東權益合計 18,083,456 15,903,023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292,973,028 274,53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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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2015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3,665,658 3,200,870
調整：
 折舊及攤銷 114,513 96,983
 貸款損失準備 515,753 428,560
 其他資產減值準備計提 105,452 27,033
 處置固定資產淨損失╱（收益） 45 (942)
 終止確認證券投資淨損失╱（收益） 9,964 (59,567)
 應佔聯營企業分紅 (799) (690)
 證券投資利息收入 (4,090,491) (2,698,688)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217,523 167,761

營運資產的淨減少╱（增加）：
 存放中央銀行限定性存款淨減少╱（增加）額 102,872 (2,448,280)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淨
  （增加）╱減少額 (544,602) 1,030,376
 買入返售款項淨減少額 16,443,390 186,174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12,799,704) (13,616,155)
 其他營運資產淨增加額 (786,716) (1,244,178)
營運負債的淨增加：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1,140,576 568,565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入和拆入款項淨
  （減少）╱增加額 (827,119) 7,214,812
 賣出回購款項淨減少額 (20,124,411) (2,000,143)
 客戶存款淨增加 26,517,999 14,494,871
 其他營運負債淨減少 (2,864,841) (5,887,867)
 支付所得稅 (836,852) (497,807)

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流出）額 5,958,210 (1,03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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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2015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收到股利 440 10,000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到的現金淨額 19,539 12,448
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316,489) (303,221)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33,430,569 27,189,115
投資支付的現金 (45,595,470) (29,744,161)

投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出額 (12,461,411) (2,835,819)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收到的現金 – –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12,450,000 –
償還到期債務支付的現金 (3,500,000) (1,000,000)
支付發行債券的利息 (267,295) (167,761)
支付股東的股利 (733,701) (604,927)

籌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流出）額 7,949,004 (1,772,688)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6,389 (76,0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1,472,192 (5,722,8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數 11,754,912 14,220,5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數 13,227,104 8,497,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