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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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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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6）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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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止第一季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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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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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未經審計之第一季度營運資料是作為額外資料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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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股份簡稱： 重慶銀行

H股股份代號： 1963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外優先股股份簡稱： BCQ 17USDPREF

境外優先股股份代號： 4616

境外優先股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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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江北區城西
大街永平門街6號

郵政編碼：4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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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

電子信箱： ir@cqcb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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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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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末
增減(%)

資產總額 423,875,068 422,763,025 0.3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186,398,592 177,206,904 5.2
負債總額 391,627,527 390,303,113 0.3
客戶存款 245,172,074 238,704,678 2.7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30,725,239 30,951,596 (0.7)
權益總額 32,247,541 32,459,912 (0.7)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人民幣元）(1) 8.26 8.33 (0.8)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8年
1-3月

2017年
1-3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淨利潤 1,121,207 1,094,810 2.4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1,113,607 1,094,8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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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3月

2017年
1-3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0.36 0.35 0.01
平均年化權益回報率(%) (2) 17.42 17.74 (0.32)

註：

(1) 為報告期末扣除優先股的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除以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本總數。

(2) 剔除優先股的影響。

2.3 本報告期末普通股持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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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
所記錄及就本行所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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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祖興(1) 被視作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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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
 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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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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尹明善(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陳巧鳳(3) 配偶權益 165,254,000
（好倉）

10.47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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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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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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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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嚴君琴女士及王祖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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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165,2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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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上文注(1)）在
本行所持有的股份權益。

2.4 本報告期末優先股持股情況

截至報告期末，本行優先股股東（或代持人）總數為25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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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於2018年3月31日，本集團資產總額人民幣4,238.75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
幣11.12億元，增幅0.3%。

• 客戶存款人民幣2,451.72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64.67億元，增幅
2.7%。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幣1,490.79億元，活期存款人民幣782.46億
元，保證金存款人民幣85.21億元，其他存款人民幣93.26億元。

•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人民幣1,863.9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人民幣91.92億
元，增幅5.2%。其中，公司貸款人民幣1,159.40億元，個人貸款人民幣
635.85億元，票據貼現人民幣68.74億元。

• 不良貸款餘額人民幣20.93億元，較上年末減少人民幣3.07億元；不良貸
款率1.12%，較上年末下降0.2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262.59%，較上年
末上升52.43個百分點。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實現淨利潤人民幣11.21億元，較上年
同期增加人民幣0.26億元，增幅2.4%。平均年化總資產回報率為1.07%，較上
年同期下降0.08個百分點；平均年化權益回報率為17.42%，較上年同期下降
0.32個百分點；實現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0.36元，較上年同期上升人民幣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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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0.14億元，增幅0.7%；年化淨利息收益率
為2.06%，較上年同期下降16個基點。

•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有所下降，實現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人民幣2.75億
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35億元，降幅32.9%，主要原因是本期實現
支付結算及代理手續費收入人民幣0.55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62.3%；同
時手續費及佣金支出較上年同期增加0.58億元，大幅增長137.1%。

• 營業費用人民幣5.87億元，較上年同期上升人民幣0.08億元，增幅
1.4%。成本收入比24.26%，較上年同期上升1.76個百分點。資產減值損
失人民幣4.71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38億元，降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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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00%，資本充足率為13.54%，較上年
末分別下降0.22、0.24和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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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3月

2017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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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3) (42,323) 137.1 主要是第三方線上服務手續
費支出增加所致

淨交易損失 (7,368) (4,067) 81.2 主要是由於2018年第一季度
外幣匯率持續走低，本行匯
兌損失增多所致

證券投資淨（損失）╱收益 (1,758) 101,085 不適用 主要是由於交易性債券與可
供出售債券買賣損益所致

其他營業收入 4,403 17,832 (75.3) 主要是由於合作方未履約，
本行於去年一季度確認部分
保證金收入所致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59,174 3,080 1,821.2 主要是由於去年4月起三峽
銀行成為本集團聯營企業，
確認投資收益所致

所得稅 (190,964) (371,739) (48.6) 主要是由於處置不良資產形
成的損失抵減當期所得稅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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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與上年度末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42,902,416 702,202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2018年
1月1日起施行《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所致

證券投資－應收款項類投資 – 100,607,725
證券投資－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 37,106,799 不適用
證券投資－持有至到期投資 – 21,012,375
證券投資－以公允價值
 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29,591,742 –
證券投資－以攤餘成本
 計量的金融資產 76,539,228 –
應交稅金 – 358,515 (100.0) 主要是由於處置不良資產形

成的損失在本期抵減應交所
得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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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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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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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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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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公司秘書
黃華盛

中國重慶，2018年4月2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林軍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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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5,041,177 4,424,749
利息支出 (2,999,804) (2,397,084)

利息淨收入 2,041,373 2,027,665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375,357 451,939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00,333) (42,323)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75,024 409,616

淨交易損失 (7,368) (4,067)
證券投資淨（損失）╱收益 (1,758) 101,085
其他營業收入 4,403 17,832

營業收入 2,311,674 2,552,131

營業費用 (587,459) (579,619)
資產減值損失 (471,218) (509,043)

營業利潤 1,252,997 1,463,469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59,174 3,080

稅前利潤 1,312,171 1,466,549

所得稅 (190,964) (371,739)

本期淨利潤 1,121,207 1,09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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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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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 (160,467)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 40,116

小計 – (120,35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債務工具投資的淨損失 (15,083) –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3,771 –

小計 (11,312)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在處置時重分類至損益的淨損失 475 –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119) –

小計 356 –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淨收益 31,547 –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7,887) –

小計 23,660 –

 退休福利重估（損失）╱盈餘 (6,543) 444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1,636 (111)

小計 (4,907) 333

其他綜合收益稅後總額 7,797 (120,018)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1,129,004 97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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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淨利潤歸屬於：
 本行股東 1,113,607 1,094,810
 非控制性權益 7,600 –

1,121,207 1,094,810

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行股東 1,121,404 974,792
 非控制性權益 7,600 –

1,129,004 974,792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及稀釋 0.3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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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2018年3月31日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8年
3月31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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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27,750 43,727,432
存放於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款項 43,626,370 37,000,091
客戶貸款及墊款 180,902,095 172,162,09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42,902,416 702,202
證券投資
 －應收款項類投資 – 100,607,72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37,106,799
 －持有至到期投資 – 21,012,37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29,591,742 –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76,539,228 –
對聯營企業投資 1,172,320 1,113,146
固定資產 2,840,521 2,866,25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84,142 1,380,953
其他資產 4,888,484 5,083,955

資產總額 423,875,068 422,76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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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49,896,121 55,771,252
客戶存款 245,172,074 238,704,678
發行債券 89,984,402 88,727,330
應交稅金 – 358,515
其他負債 6,574,930 6,741,338

負債總額 391,627,527 390,303,113

股東權益
股本 3,127,055 3,127,055
優先股 4,909,307 4,909,307
資本公積 4,680,638 4,680,638
其他儲備 6,909,524 6,637,648
未分配利潤 11,098,715 11,596,948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30,725,239 30,951,596
非控制性權益 1,522,302 1,508,316

股東權益合計 32,247,541 32,459,912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423,875,068 422,763,025

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2018年3月31日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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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1,312,171 1,466,549
調整：
 折舊及攤銷 51,595 45,430
 貸款損失準備 657,683 360,442
 其他資產減值準備（轉回）╱計提 (186,465) 148,600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3,078 6,651
 金融投資淨損失╱（收益） 1,758 (101,085)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59,174) (3,080)
 證券投資利息收入 (1,801,806) (1,740,668)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1,025,328 607,890

營運資產的淨增加：
 存放中央銀行限定性存款淨減少╱（增加）額 1,796,140 (114,786)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淨
  減少╱（增加）額 1,444,064 (8,103,992)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淨（增加）╱減少額 (7,710,498) 8,870,264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10,802,895) (6,348,122)
 其他營運資產淨減少╱（增加）額 492,964 (1,042,725)
營運負債的淨增加╱（減少）：
 向中央銀行負債淨增加額 102,078 796,506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入和拆入款項淨減少額 (9,293,209) (3,787,609)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淨增加╱（減少）額 3,316,000 (6,758,295)
 客戶存款淨增加額 6,467,396 2,802,456
 其他營運負債淨（減少）╱增加額 (126,439) 1,207,003
 支付所得稅 (404,506) (390,087)

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出額 (13,714,737) (12,07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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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收到的現金淨額 25,756 6,409
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支付的現金 (48,163) (92,223)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82,848,204 91,769,528
投資支付的現金 (70,819,071) (99,988,012)

投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流出）額 12,006,726 (8,30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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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4,390 54,552,457
償還發行債券及同業存單支付的現金 (42,030,000) (25,400,000)
支付發行債券的利息 (354,000) (120,400)
支付股東的股利 (47) (3,725)

籌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額 343 30,498,332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33,612) (13,0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 (1,841,280) 10,102,3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數 20,424,977 24,788,3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數 18,583,697 34,890,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