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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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通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28，4605（優先股））

2018年一季度業績公告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欣然宣佈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8
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報告期」），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的未經審計的合併財務信息（「一季度業績」）。本行董事會及其轄下
的審計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此一季度業績。本公告乃根據《證券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一、 公司基本情況

證券簡稱 證券代碼 上市交易所

A股 交通銀行 601328 上海證券交易所
H股 交通銀行 03328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內優先股 交行優1 360021 上海證券交易所
境外優先股 BOCOM 15USDPREF 4605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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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姓名 顧生
聯繫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銀城中路188號
電話 86(21)58766688
電子信箱 investor@bankcomm.com

二、 財務摘要

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一季度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如
下：

（除另有標明外，人民幣百萬元）

主要會計數據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增減(%)

資產總額 9,266,797 9,038,254 2.53
客戶貸款1 4,704,065 4,579,256 2.73
負債總額 8,598,296 8,361,983 2.83
客戶存款1 5,718,712 5,545,366 3.13
股東權益（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663,336 671,143 (1.16)
每股淨資產（歸屬於母公司 
股東，元）2 8.13 8.23 (1.22)
資本淨額3 783,853 790,381 (0.83)
其中：核心一級資本淨額3 601,368 609,454 (1.33)
   其他一級資本3 59,976 59,975 0.00
   二級資本3 122,509 120,952 1.29
風險加權資產3 5,599,170 5,646,313 (0.83)

主要會計數據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增減(%)

利息淨收入 30,469 31,217 (2.40)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0,844 11,279 (3.86)
稅前利潤 23,385 24,012 (2.61)
淨利潤（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20,091 19,323 3.97
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歸屬於母
公司股東，元） 0.27 0.26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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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指標(%)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變化

（百分點）

減值貸款率 1.50 1.50 –

撥備覆蓋率1 165.85 154.73 11.12

資本充足率3 14.00 14.00 –

一級資本充足率3 11.81 11.86 (0.05)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3 10.74 10.79 (0.05)

主要財務指標(%)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變化

（百分點）

平均資產回報率（年化） 0.88 0.91 (0.03)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年化）4 13.23 13.35 (0.12)

成本收入比5 28.40 24.13 4.27

註：

1. 因財務報表項目列報口徑的變化，同期比較數據已按照當期列報口徑進行了重述。

2. 為報告期末扣除其他權益工具後的歸屬於母公司的股東權益除以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本
總數。

3. 根據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計算。

4. 剔除優先股的影響。

5. 按照中國會計準則下的業務及管理費除以營業收入扣除其他業務成本後的淨額計算，
與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數據一致，同期比較數據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要求
進行了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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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東情況

（一） 報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東總數、前十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表

普通股股東總數 普通股股東戶數A股329,461戶，H股35,515
戶，合計為364,976戶。

前十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數量

（股）
比例
(%)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股份類別 股東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15,148,693,829 20.40 無 – A股 國家
4,553,999,999 6.13 無 – H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4,961,060,600 20.15 未知 – H股 境外法人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13,886,417,698 18.70 無 – H股 境外法人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1,877,513,451 2.53 無 – A股 國家

1,405,555,555 1.89 無 – H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29,788,701 3.27 無 – A股 國有法人
首都機場集團公司 1,246,591,087 1.68 無 – A股 國有法人
上海海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808,145,417 1.09 無 – A股 國有法人
梧桐樹投資平台有限責任公司 794,557,920 1.07 無 – A股 國有法人
雲南合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745,305,404 1.00 無 – A股 國有法人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 663,941,711 0.89 無 – A股 國有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報告期內，本行未發生優先股表決權恢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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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行普通股股份均為無限售條件可流通股份。

2. 上海海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雲南合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屬於《商業銀行股權
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本行未知其他前十大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關係或屬於《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

3.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於報告期末，在該公司開
戶登記的所有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的H股股份合計數。

4. 據本行股東名冊所載，報告期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匯豐銀行」）
持有H股股份13,886,417,698股。根據匯豐控股(HSBC Holdings plc)向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報備的披露權益表格，報告期末，匯豐銀行實益持有本行H股
14,135,636,613股，佔本行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的19.03%。

5. 根椐本行股東名冊所載，報告期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社保基金理事
會」）持有A股股份1,877,513,451股，H股股份1,405,555,555股。根據社保基金理
事會向本行提供的資料，報告期末，除載於本行股東名冊的持股情況，社保基
金理事會還持有本行H股7,637,056,777股，其中：7,027,777,777股登記在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609,279,000股通過若干資產管理人間接持有。
報告期末，社保基金理事會共持有本行A股和H股10,920,125,783股，佔本行已
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的14.70%。

（二） 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股東持股情況表

境外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1

前十名境外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數量

（股）
比例
(%) 股份類別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DB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

122,500,000 100.00 境外優先股 未知 –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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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行境外優先股股份均為無限售條件股份。

2. 境外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是根據本行境外優先股股東名冊中所列的信息統計。

3. DB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以託管人身份，代表報告期末在清算系統
Euroclear和Clearstream中的所有獲配售人持有122,500,000股境外優先股，佔本
行境外優先股總數的100%。

4. 「持股比例」指境外優先股股東持有境外優先股的股份數量佔境外優先股的股份
總數的比例。

5. 本行未知境外優先股股東與前十名普通股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一
致行動人。

境內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43

前十名境內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數量

（股）
比例
(%) 股份類別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000 22.22 境內優先股 無 – 國有法人
浦銀安盛基金公司－浦發－上海浦東發展
銀行上海分行

20,000,000 4.44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建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乾元－日新月
異」開放式理財產品單一資金信託

20,000,000 4.44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創金合信基金－招商銀行－招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博時基金－工商銀行－博時－工行－靈活
配置5號特定多個客戶資產管理計劃

20,000,000 4.44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興全睿眾資產－平安銀行－平安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資金

18,000,000 4.00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中國煙草總公司河南省公司 15,000,000 3.33 境內優先股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
普通保險產品

15,000,000 3.33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理財之樂贏
系列

14,000,000 3.11 境內優先股 無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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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行境內優先股股份均為無限售條件股份。

2. 境內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根據本行境內優先股股東名冊中所列的信息統計。

3. 「比例」指境內優先股股東持有境內優先股的股份數量佔境內優先股的股份總數
的比例。

4. 本行未知前十名境內優先股股東之間，上述股東與前十名普通股股東之間是否
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一致行動人。

四、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 集團主要業務回顧

2018年一季度，本集團積極應對市場形勢和政策環境變化，堅定戰略執行，
靈活策略擺佈，立足服務實體經濟，加快推進改革創新，全面強化風險防
控，實現各項業務平穩開局、發展質效不斷提升。報告期末，本集團資產總
額人民幣92,667.97億元，較上年末增長2.53%；負債總額人民幣85,982.96億
元，較上年末增長2.83%；股東權益（歸屬於母公司股東）人民幣6,633.36億元，
較上年末降低1.16%。報告期內，實現淨經營收入人民幣492.21億元，同比降
低10.49%；實現淨利潤（歸屬於母公司）人民幣200.91億元，同比增長3.97%；
年化平均資產回報率(ROAA)和年化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AE)分別為0.88%
和13.23%，較上年全年分別上升0.07個百分點和1.79個百分點。

（二） 財務報表分析

1. 利潤表主要項目分析

(1) 利息淨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利息淨收入人民幣304.69億元，同比減少人民
幣7.48億元，降幅2.40%；在淨經營收入中的佔比為61.90%。

報告期內，本集團淨利息收益率1.40%，同比下降11個基點。



- 8 -

(2)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人民幣108.44億元，
同比減少人民幣4.35億元，降幅3.86%；在淨經營收入中的佔比為
22.03%，同比上升1.52個百分點。

(3) 業務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業務成本為人民幣133.95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
6.54億元，增幅5.13%；本集團成本收入比為28.40%，同比上升4.27
個百分點。

(4) 貸款信用減值損失

報告期內，本集團貸款信用減值損失為人民幣68.28億元，同比減少
人民幣6.49億元，降幅8.68%。

2.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分析

(1) 客戶貸款

報告期末，本集團客戶貸款餘額為人民幣47,040.65億元，較上年末
增加人民幣1,248.09億元，增幅2.73%。其中，公司貸款餘額為人民
幣32,203.15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509.41億元，增幅1.61%；個
人貸款餘額為人民幣14,837.50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738.68億
元，增幅5.24%。

(2) 客戶存款

報告期末，本集團客戶存款餘額為人民幣57,187.12億元，較上年
末增加人民幣1,733.46億元，增幅3.13%。其中，公司存款佔比為
68.72%，較上年末下降0.82個百分點；個人存款佔比為31.23%，較
上年末上升0.83個百分點。活期存款佔比為42.02%，較上年末下降
3.21個百分點；定期存款佔比為57.93%，較上年末上升3.22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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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券投資

報告期末，本集團證券投資淨額為人民幣25,722.38億元，較上年末
增加人民幣978.90億元，增幅3.96%。

(4) 資產質量

報告期末，本集團減值貸款餘額為人民幣705.98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人民幣20.92億元；減值貸款率為1.50%，與上年末持平；撥備覆蓋
率165.85%，較上年末上升11.12個百分點；撥備率2.49%，較上年末
上升0.18個百分點。

（三） 資本充足率

本集團遵照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
理辦法（試行）》及其相關規定計量資本充足率。自2014年中國銀保監會首次核
准使用資本管理高級方法以來，本行持續按監管要求穩步推進高級方法的實施
和持續深化應用，目前已經達到《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的結束並
行期條件。經中國銀保監會核准，擴大高級方法實施範圍並結束並行期。

2018年3月末，本集團資本充足率14.00%，一級資本充足率11.81%，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10.74%，均滿足監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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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標明外，人民幣百萬元）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計算註

項目 本集團 本銀行

核心一級資本淨額 601,368 547,609
一級資本淨額 661,344 607,485
資本淨額 783,853 727,163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74 10.27
一級資本充足率(%) 11.81 11.39
資本充足率(%) 14.00 13.64

註：

1. 按《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交銀保險和交銀人壽兩家保險公司不
納入併表範圍。

2. 按照資本管理高級方法計量的資本充足率，信用風險採用內部評級法，市場風
險採用內部模型法，操作風險採用標準法。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計算

項目 本集團 本銀行

核心資本充足率(%) 10.05 9.84
資本充足率(%) 13.23 12.83

（四） 槓桿率

本集團依據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2015年1月頒布的《商業銀行槓桿率管
理辦法（修訂）》計量槓桿率。2018年3月31日，集團槓桿率6.61%，滿足監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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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除另有標明外，人民幣百萬元）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修訂）》（2015年第1號）的

相關規定計算

項目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一級資本淨額 661,344 669,429 656,403 641,671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餘額 10,010,549 9,731,368 9,654,624 9,653,233
槓桿率水平(%) 6.61 6.88 6.80 6.65

（五） 流動性覆蓋率

根據《商業銀行流動性覆蓋率信息披露辦法》相關規定要求，自2017年起，商業
銀行應該披露流動性覆蓋率的季度日均值。本集團2018年第一季度流動性覆蓋
率日均值為118.42%（季內日均值指季內每日數值的簡單算術平均值，計算該平
均值所依據的每日數值的個數為90個），較上季度上升8.22個百分點，主要是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增加導致。第一季度內流動性覆蓋率及各明細項目的平均
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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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標明外，人民幣百萬元）
序號 折算前數值 折算後數值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1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1,422,902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小企業客戶存款，其中： 1,397,559 131,709
3 穩定存款 158,898 7,843
4 欠穩定存款 1,238,661 123,866
5 無抵（質）押批發融資，其中： 3,970,446 1,704,277
6 業務關係存款（不包括代理行業務） 2,478,000 617,591
7 非業務關係存款（所有交易對手） 1,481,362 1,075,602
8 無抵（質）押債務 11,084 11,084
9 抵（質）押融資 10,874
10 其他項目，其中： 1,245,844 504,994
11 與衍生產品及其他抵（質）押品要求相關

的現金流出
463,369 461,888

12 與抵（質）押債務工具融資流失相關的現
金流出

53 53

13 信用便利和流動性便利 782,422 43,053
14 其他契約性融資義務 59,190 59,190
15 或有融資義務 974,805 31,580
16 預期現金流出總量 2,442,624
現金流入
17 抵（質）押借貸（包括逆回購和借入證券） 116,656 113,645
18 完全正常履約付款帶來的現金流入 856,754 648,744
19 其他現金流入 492,536 478,696
20 預期現金流入總量 1,465,946 1,241,085

調整後數值
21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1,422,902
22 現金淨流出量 1,201,539
23 流動性覆蓋率(%) 1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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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報告

（一） 未經審計的簡要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8年 2017年

利息收入 85,428 75,988
利息支出 (54,959) (44,771)

  

利息淨收入 30,469 31,217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685 12,202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841) (923)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0,844 11,279

交易活動淨收益 560 433
金融投資淨收益 (41) 366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65 30
保險業務收入 3,114 8,182
其他營業收入 4,210 3,481
貸款信用減值損失 (6,828) (7,477)
保險業務支出 (2,788) (7,614)
其他營業支出 (16,220) (15,885)

  

稅前利潤 23,385 24,012

所得稅 (3,153) (4,562)
  

本期淨利潤 20,232 1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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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8年 2017年

其他綜合收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債務工具
淨收益計入權益 51 不適用
淨收益計入損益 36 不適用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權益 不適用 165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 不適用 (155)
現金流量套期損益的有效部分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權益 23 91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 (7) 49
境外經營產生的折算差異 (1,630) 137

  

(1,527) 287
後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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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不適用

  

退休金福利精算損益 (13) 1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負債的信用風險變動的淨收益 (27) 不適用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1,576) 301
  

本期綜合收益 18,656 19,751
  

淨利潤中屬於：
銀行股東 20,091 19,323
非控制性權益 141 127

  

20,232 19,450
  

綜合收益中屬於：
銀行股東 18,565 19,647
非控制性權益 91 104

  

18,656 19,751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27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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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經審計的簡要合併財務狀況表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908,273 938,571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807,894 782,46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345,836 261,037
客戶貸款 4,583,350 4,473,255
金融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 398,056 不適用
金融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不適用 402,138
金融投資－攤餘成本 1,924,787 不適用
金融投資－貸款及應收款項 不適用 387,733
金融投資－持有至到期投資 不適用 1,511,375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 3,419 3,357
固定資產 134,395 132,492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086 16,456
其他資產 133,701 129,372

  

資產總計 9,266,797 9,038,254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1,978,348 2,106,19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65,272 60,308
客戶存款 5,718,712 5,545,366
已發行存款證 328,084 150,482
應交稅金 9,524 7,943
遞延所得稅負債 495 520
發行債券 289,574 287,662
其他負債 208,287 203,510

  

負債合計 8,598,296 8,361,983
  

股東權益
股本 74,263 74,263
優先股 59,876 59,876
資本公積 113,663 113,663
其他儲備 299,370 298,827
未分配利潤 116,164 124,514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663,336 671,143
非控制性權益 5,165 5,128

  

股東權益合計 668,501 676,271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9,266,797 9,03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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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經審計的簡要合併現金流量表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8年 2017年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淨利潤： 23,385 24,012
調整：
計提╱（轉回）客戶貸款信用減值撥備 6,828 7,477
計提╱（轉回）金融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266) 361
計提╱（轉回）其他應收款信用減值準備 173 21
計提╱（轉回）應收利息信用減值準備 338 –
計提╱（轉回）保險合同準備金 (2,136) 4,903
折舊和攤銷 2,478 2,186
計提╱（轉回）未決訴訟及未決賠償準備金 (6) 18
固定資產處置淨收益 (12) (25)
抵債資產處置淨收益 – (1)
金融投資利息收入 (19,971) (19,098)
本期釋放的減值撥備折現利息 (463) (451)
公允價值淨損失╱（收益） 1,033 231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65) (30)
金融投資淨收益 (109) (366)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2,868 2,198

  

營運資產和負債變動前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14,075 21,436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的淨減少╱（增加） (18,001) (19,988)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的淨（增加）╱ 
減少 (13,673) 19,88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淨增加 (28,834) (35,532)
客戶貸款的淨增加 (149,483) (245,677)
其他資產的淨增加 (1,060) (5,051)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的淨增加╱（減少） 49,758 67,87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的 
淨增加╱（減少） (3,924) 5,920
客戶存款的淨增加╱（減少） 173,346 234,095
其他負債的淨增加╱（減少） (5,695) 5,017
應付增值稅和其他稅費的淨增加╱（減少） 493 253
支付的所得稅 (3,082) (97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920 47,254
  



- 17 -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8年 2017年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入金融投資支付的現金 (157,603) (151,007)
出售或贖回金融投資收到的現金 94,845 87,118
收到股息 4 148
金融投資收到的利息 17,405 17,022
購入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支付的現金 (157) (181)
出售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收到的現金 5 5
購建固定資產支付的現金 (4,313) (4,251)
處置固定資產收到的現金 235 7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49,579) (51,071)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9,432 19,567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666) (1,154)
償還發行債券支付的本金 (4,895) (21,03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871 (2,61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3,041) (9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34,829) (7,40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8,919 316,39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4,090 308,990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包括：
收到利息 62,466 57,669
支付利息 (47,334) (37,176)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起採用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以下簡
稱新金融工具準則）。根據新金融工具準則的銜接規定，企業在施行日應當按
照新金融工具準則的規定對金融工具進行分類和計量（含減值），涉及前期比較
財務報表數據與新金融工具準則要求不一致的，無需調整，金融工具原賬面
價值和在準則施行日的新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應當計入新金融工具準則施
行日所在年度報告期間的期初未分配利潤或其他儲備。因採用上述新金融工
具準則，本集團本報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潤從人民幣1,245.14億元減少到人民幣
962.57億元，其他儲備從人民幣2,988.27億元增加到人民幣3,007.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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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刊載一季度報告

本業績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
本行網站(www.bankcomm.com)供股東查閱。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2018年第一
季度報告，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本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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