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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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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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及所屬子公司（「本集團」）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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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季
度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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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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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6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本季度業績公告。

1.3 本季度業績公告所載之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1.4 本未經審計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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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代表： 冉海陵
黃華盛

聯席公司秘書： 黃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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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業績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乃以合併基準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除另有註明外，為本集團資料，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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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30日止報告期內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淨利潤和報告期末歸屬於本
行股東的權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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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末
增減(%)

資產總額 408,765,653 373,103,734 9.6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170,339,942 151,020,641 12.8
負債總額 381,385,943 349,291,822 9.2
客戶存款 238,501,406 229,593,793 3.9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25,882,901 23,811,912 8.7
權益總額 27,379,710 23,811,912 15.0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人民幣元） 8.28 7.61 8.8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本報告期
（2017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7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淨利潤 1,064,007 14.4 3,323,388 12.3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
 淨利潤 1,047,272 12.6 3,296,579 11.4

本報告期
（2017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7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
 基本每股盈利
 （人民幣元） 0.33 0.03 1.05 0.10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
 平均年化權益
 回報率(%) 16.39 0.34 17.7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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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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054,805股。其中內資股為
1,548,033,993股，H股為1,579,020,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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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 0
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71,339,698 5.48 0
重慶市地產集團 國有 139,838,675 4.47 0
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 國有 139,838,675 4.47 0
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29,564,932 4.14 0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94,506,878 3.02 0
重慶南方集團有限公司 民營 68,602,362 2.19 68,600,000
重慶交通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37,456,522 1.20 0
重慶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 29,942,325 0.96 0
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24,191,310 0.77 0
合計 1,242,291,564 39.73 6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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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權益和淡倉

於2017年9月30日，就本行所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
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除本行之董事及監事外的主要股東（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的定義）擁有本行H股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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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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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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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 14.66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5)

受託人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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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 14.66

王嚴君琴(1) 配偶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2) 實益擁有人 240,463,650
（好倉）

15.23 7.69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 受控法團的權益 240,463,650
（好倉）

15.23 7.69

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3) 實益擁有人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
 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力帆實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尹明善(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陳巧鳳(3) 配偶權益 172,634,000
（好倉）

10.93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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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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4)

實益擁有人 150,000,000
（好倉）

9.50 4.80

受控法團的權益 67,570,150
（好倉）

4.28 2.16

重慶北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4,823,500
（好倉）

5.37 2.71

富德資源投資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4)

實益擁有人 67,570,150
（好倉）

4.2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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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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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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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股份權益。

(2) 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擁有本行240,463,650股H股。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
限公司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上海
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在本行持有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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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明善先生和陳巧鳳女
士確認，於2017年9月30日，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172,6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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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有限公司由力帆實業（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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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明善先生實益擁有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約51%的權益，陳巧鳳女士為
尹明善先生的配偶。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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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本行150,000,000股H股，富德資源投資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本行67,570,150股H股。富德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富德生命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富德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本行持有
的股份權益。

(5)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為就王守業先生作為授予人成立之家族全權信託受託
人，間接持有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之37.66%權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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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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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資產總額人民幣4,087.66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
幣356.62億元，增幅9.6%。其中：

• 客戶存款人民幣2,385.01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89.08億元，增幅
3.9%。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幣1,408.44億元，活期存款人民幣814.21億
元，保證金存款人民幣75.63億元，其他存款人民幣86.73億元。

•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人民幣1,703.40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193.19億
元，增幅12.8%。其中，公司貸款人民幣1,074.50億元，個人貸款人民幣
608.98億元，票據貼現人民幣19.92億元。

• 不良貸款餘額人民幣25.24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10.82億元；不良
貸款率1.48%，較上年末上升0.52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89.60%，較上
年末降低103.75個百分點。

• 貸存比71.42%，較上年末上升5.64個百分點。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實現淨利潤人民幣33.23億元，較上年
同期增加人民幣3.63億元，增幅12.3%。平均年化總資產回報率為1.14%，
較上年同期下降0.03個百分點；歸屬於本行股東的平均年化權益回報率為
17.74%，較上年同期上升0.13個百分點；歸屬於本行股東的基本每股盈利人
民幣1.05元，較上年同期上升人民幣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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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78億元，增幅4.8%；年化淨利息收益率
為2.14%，較上年同期下降26個基點。

• 實現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人民幣12.41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91
億元，降幅13.3%，主要是由於手續費及佣金支出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
174.4%，其中：第三方線上產品手續費支出較上年同期增長3,750.4%；
銀行卡手續費支出較上年同期增長48.4%。

• 營業費用人民幣16.60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83億元，降幅
4.8%。成本收入比21.21%，較上年同期上升0.59個百分點。資產減值損
失人民幣18.3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12億元，增幅13.1%。

按照《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的核心一級資本
充足率為9.29%，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31%，較上年末分別下降0.53個和0.51
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為12.81%，較上年末上升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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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9月

2016年
1-9月

與上年同期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63,067 59,430 174.4 主要是銀行卡手續費支出和
其他手續費支出增加所致

淨交易損失 (12,721) (35,098) (63.8) 主要是2017年前三季度本行
交易類賬戶所持有債券的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較上年
同期有所減少，以及新增
匯兌收益所致

證券投資淨收益 142,035 7,302 1,845.2 主要是賣出部份有盈利的債
券，實現債券投資收益所
致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99,767 1,329 7,406.9 主要是今年本行任命一名三
峽銀行董事，三峽銀行因
此成為本行聯營企業所致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與上年度末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對聯營企業投資 1,034,535 238,394 334.0 主要是今年本行任命一名三
峽銀行董事，三峽銀行因
此成為本行聯營企業所致

發行債券 86,474,074 54,598,252 58.4 主要是2017年第3季度末同業
存單發行餘額較上年末增
加人民幣276.10億元，2017
年3月本行成功發行人民幣
6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並
一次性全部贖回人民幣8億
元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次級債券所致

非控制性權益 1,496,809 – 不適用 主要是本行成立子公司，產
生合併報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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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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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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於2017年5月26日舉行的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本行按照
每股人民幣0.291元（含稅）（2015年：人民幣0.264元（含稅））向全體股
東派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16年度末期股息」）。
基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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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972,948.26元（含稅）。該2016年度末期股息已經於2017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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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業績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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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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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恢復買賣

應本行要求，本行H股股份已自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本季度業績公告。本行已向聯交所申請本
行H股股份自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一時正起恢復於聯交所
買賣。

承董事會命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黃華盛

中國重慶，2017年10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冉海陵先生、劉建華先生及黃華盛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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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綜合收益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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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九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3,967,175 12,215,932
利息支出 (7,842,794) (6,369,725)

利息淨收入 6,124,381 5,846,207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404,367 1,491,909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63,067) (59,430)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241,300 1,432,479

淨交易損失 (12,721) (35,098)
證券投資淨收益 142,035 7,302
其他營業收入 50,950 44,482

營業收入 7,545,945 7,295,372

營業費用 (1,659,929) (1,742,715)
資產減值損失 (1,832,380) (1,620,686)

營業利潤 4,053,636 3,931,971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99,767 1,329

稅前利潤 4,153,403 3,933,300

所得稅 (830,015) (973,221)

本期淨利潤 3,323,388 2,960,079

淨利潤歸屬於：
 本行股東 3,296,579 2,960,079
 非控制性權益 26,809 –

3,323,388 2,960,079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及稀釋 1.0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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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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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九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淨利潤 3,323,388 2,960,079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損失）╱收益 (422,292) 257,231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105,573 (64,308)

小計 (316,719) 192,923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福利重估盈餘╱（損失） 1,469 (1,340)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367) 335

小計 1,102 (1,005)

其他綜合（損失）╱收益稅後總額 (315,617) 191,918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3,007,771 3,151,997

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行股東 2,980,962 3,151,997
 非控制性權益 26,809 –

3,007,771 3,151,997

股息
期內宣派的股息 909,973 8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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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2017年9月30日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7年 2016年
9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39,831,570 42,813,488
存放於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款項 58,359,842 55,706,35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711,866 881,977
客戶貸款及墊款 165,554,392 146,789,046
證券投資
 －應收款項類投資 87,888,778 75,750,75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6,225,480 23,885,457
 －持有至到期投資 20,826,154 19,794,542
對聯營企業投資 1,034,535 238,394
固定資產 2,804,262 2,691,23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12,732 1,005,271
其他資產 4,316,042 3,547,216

資產總額 408,765,653 373,103,734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50,514,278 60,350,785
客戶存款 238,501,406 229,593,793
其他負債 5,563,029 4,453,933
應交稅金 333,156 295,059
發行債券 86,474,074 54,598,252

負債總額 381,385,943 349,291,822

股東權益
股本 3,127,055 3,127,055
資本公積 4,680,638 4,680,638
其他儲備 6,520,925 6,145,647
未分配利潤 11,554,283 9,858,572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25,882,901 23,811,912
非控制性權益 1,496,809 –

股東權益合計 27,379,710 23,811,912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408,765,653 373,10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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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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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九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4,153,403 3,933,300
調整：
 折舊及攤銷 136,783 126,424
 貸款損失準備 1,191,757 1,338,261
 其他資產減值準備計提 640,623 282,440
 處置固定資產和抵債資產淨收益 (379) (2)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20,137 37,700
 金融投資淨收益 (164,577) (7,302)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99,767) (1,329)
 證券投資利息收入 (5,236,944) (4,596,105)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2,315,869 928,342

營運資產的淨增加：
 存放中央銀行限定性存款淨增加額 (767,601) (3,055,717)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淨增加額 (7,380,944) (6,550,727)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淨減少額 23,143,972 1,230,325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20,075,837) (22,588,638)
 其他營運資產淨增加額 (774,845) (912,158)
營運負債的淨（減少）╱增加：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減少額 (657,148) (1,214,453)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入和拆入款項淨增加額 2,622,414 4,646,13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淨減少額 (11,801,774) (15,038,391)
 客戶存款淨增加額 8,907,613 26,091,409
 其他營運負債淨增加╱（減少）額 1,177,468 (2,663,092)
 支付所得稅 (883,466) (1,144,884)

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出額 (3,533,243) (19,15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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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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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九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收到股利 22,542 21,193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到的
 現金淨額 25,241 18,866
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258,193) (159,772)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252,963,390 217,715,637
投資支付的現金 (264,665,101) (208,726,136)

投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出）╱流入額 (11,912,121) 8,869,788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子公司非控制性權益注入資本 1,470,000 –
發行債券及同業存單收到的現金 120,411,537 42,155,172
償還發行債券及同業存單支付的現金 (90,530,000) (22,350,000)
支付發行債券的利息 (263,800) (197,800)
支付股東的股利 (860,890) (778,140)

籌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額 30,226,847 18,829,232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14,484) 54,7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4,666,999 8,595,3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數 24,788,329 18,118,2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數 39,455,328 26,713,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