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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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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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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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簡稱 股票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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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起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根據新準則的銜
接規定，本集團對前期可比數不做重述，首日執行新準則與原準則的差異調整計入
期初未分配利潤和財務報表其他相關項目。

截至2019年3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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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增減(%)

資產總額 9,785,747 9,531,171 2.67
客戶貸款1 5,068,189 4,854,228 4.41
負債總額 9,059,865 8,825,863 2.65
客戶存款1 6,035,252 5,724,489 5.43
股東權益（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718,715 698,405 2.91
每股淨資產（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元）3 8.87 8.60 3.14

主要會計數據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減(%)

稅前利潤 24,522 23,385 4.86
淨利潤（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21,071 20,091 4.88
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歸屬於母公司 
 股東，元） 0.28 0.2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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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指標(%)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變化

（百分點）

平均資產回報率（年化） 0.88 0.88 –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年化）2 12.99 13.23 -0.24

註：

1. 根據中國財政部《關於修訂印發2018年度金融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財會〔2018〕
36號），基於實際利率法計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應包含在相應金融工具的賬面餘額
中，並反映在資產負債表相關項目中，不應單獨列示「應收利息」及「應付利息」項
目。為便於分析，此處「客戶貸款」不含相關貸款應收利息，「客戶存款」不含相關存
款應付利息。

2. 剔除優先股的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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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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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東情況

（一）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及前十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普通股股東總數 普通股股東戶數A股298,947戶， 
H股34,775戶，合計為333,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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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類別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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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3,269,201 20.15 未知 – H股 境外法人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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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588,791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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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732,782,602 0.99 無 – A股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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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為一致行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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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行股東名冊所載，報告期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銀行」）
持有H股股份13,886,417,698股。根據滙豐控股(HSBC Holdings plc)向香港聯交
所報備的披露權益表格，報告期末，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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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實益持有股份數量比本行股
東名冊所記載的股份數量多249,218,915股，該差異系2007年滙豐銀行從二級市
場購買本行H股以及此後獲得本行送紅股、參與本行配股所形成。該部分股份
均登記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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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會還持
有本行H股7,643,709,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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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932,000股通過管理人間接持有（含港股通）。報告期末，
社保基金會共持有本行A股和H股10,926,778,783股，佔本行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總數的14.71%。

（二） 報告期末優先股股東總數及前十名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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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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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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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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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季度，本集團在「兩化一行」戰略新內涵的引領下，遵循「186」戰略
施工圖，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堅守風險合規底線，加快金融科技賦能，實現
各項業務良好開局、發展質效穩步提升。報告期末，本集團資產總額人民幣
97,857.47億元，較上年末增長2.67%；負債總額人民幣90,598.65億元，較上年
末增長2.65%；股東權益（歸屬於母公司股東）人民幣7,187.15億元，較上年末增
長2.91%。報告期內，實現淨經營收入人民幣621.58億元，同比增長26.28%；
實現淨利潤（歸屬於母公司）人民幣210.71億元，同比增長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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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同比分別持平和下降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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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57億元，同比增加人民
幣56.45億元，增幅19.32%；在淨經營收入中的佔比為56.08%，同比
下降3.27個百分點。

報告期內，本集團淨利息收益率1.59%，同比上升23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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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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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6億元，同
比增加人民幣12.12億元，增幅11.18%；在淨經營收入中的佔比為
19.40%，同比下降2.63個百分點。

(3) 業務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業務成本為人民幣167.63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
33.68億元，增幅25.14%；本集團成本收入比為28.31%，同比下降
0.09個百分點。

(4) 信用減值損失

報告期內，本集團信用減值損失為人民幣107.00億元，同比增加人民
幣36.27億元，增幅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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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81.89億元，較上年末
增加人民幣2,139.61億元，增幅4.41%。其中，公司貸款餘額為人民
幣34,342.49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156.48億元，增幅6.70%；
個人貸款餘額為人民幣16,339.40億元，較上年末減少人民幣16.87億
元，降幅0.10%。

(2) 客戶存款

報告期末，本集團客戶存款餘額為人民幣60,352.52億元，較上年
末增加人民幣3,107.63億元，增幅5.43%。其中，公司存款佔比為
67.97%，較上年末下降0.93個百分點；個人存款佔比為31.99%，較
上年末上升0.96個百分點。活期存款佔比為40.74%，較上年末下降
1.82個百分點；定期存款佔比為59.22%，較上年末上升1.85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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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投資

報告期末，本集團金融投資淨額為人民幣29,799.98億元，較上年末
增加人民幣1,580.89億元，增幅5.60%。

(4) 資產質量

報告期末，本集團不良貸款餘額為人民幣746.62億元，較上年末增
加人民幣21.50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47%，較上年末下降0.02個百
分點；撥備覆蓋率173.47%，較上年末上升0.34個百分點；撥備率
2.56%，較上年末下降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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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末，本集團資本充足率14.23%，一級資本充足率12.23%，核心一級資
本充足率11.20%，均滿足監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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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73 586,093
一級資本淨額 715,124 645,969
資本淨額 831,967 759,504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1.20 10.79
一級資本充足率(%) 12.23 11.89
資本充足率(%) 14.23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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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按《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交銀康聯人
壽保險有限公司不納入併表範圍。

2. 按照中國銀保監會批准的資本管理高級方法實施範圍，符合監管核准要求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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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評級法未覆蓋的信用風險採用權重法，內部模型法未覆蓋的市場風險採用標
準法，標準法未覆蓋的操作風險採用基本指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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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末，集團槓桿率6.82%，滿足監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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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8年

9月30日
2018年

6月30日

一級資本淨額 715,124 694,832 679,152 659,959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餘額 10,490,765 10,242,926 10,095,931 10,026,128
槓桿率水平(%) 6.82 6.78 6.73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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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流動性覆蓋
率日均值為12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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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個百分點，主要是
由於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增加。本集團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壓
力條件下可動用的央行準備金、以及滿足《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中一
級和二級資產定義的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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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712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小企業客戶存款，其中： 1,506,281 142,135
3 穩定存款 166,372 8,144
4 欠穩定存款 1,339,909 133,991
5 無抵（質）押批發融資，其中： 3,893,705 1,811,295
6 業務關係存款（不包括代理行業務） 2,112,009 526,585
7 非業務關係存款（所有交易對手） 1,779,587 1,282,601
8 無抵（質）押債務 2,109 2,109
9 抵（質）押融資 11,905
10 其他項目，其中： 1,398,783 601,706
11 與衍生產品及其他抵（質）押品要求相關

的現金流出 562,883 554,471
12 與抵（質）押債務工具融資流失相關的現

金流出 130 130
13 信用便利和流動性便利 835,770 47,105
14 其他契約性融資義務 42,426 42,426
15 或有融資義務 997,600 32,334
16 預期現金流出總量 2,641,801
現金流入
17 抵（質）押借貸（包括逆回購和借入證券） 98,959 97,956
18 完全正常履約付款帶來的現金流入 764,936 543,385
19 其他現金流入 597,009 576,245
20 預期現金流入總量 1,460,904 1,217,586

調整後數值
21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1,726,712
22 現金淨流出量 1,424,215
23 流動性覆蓋率(%) 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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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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利息收入 90,024 83,992
利息支出 (55,167) (54,780)

  

利息淨收入 34,857 29,212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3,096 11,685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040) (841)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2,056 10,844

交易活動淨收益 3,971 1,817
金融投資淨收益 162 (41)
 其中：以 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終止 

確認產生的淨利得╱（損失） (1) –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50 65
保險業務收入 7,013 3,114
其他營業收入 4,049 4,210
信用減值損失 (10,700) (7,073)
其他資產減值損失 (5) –
保險業務支出 (6,615) (2,788)
其他營業支出 (20,316) (15,975)

  

稅前利潤 24,522 23,385

所得稅 (3,175) (3,153)
  

本期淨利潤 21,347 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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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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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貸款
淨收益計入權益 (415) (875)
淨收益計入損益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債權投資
淨收益計入權益 1,579 926
淨收益計入損益 (122) 36
現金流量套期損益的有效部分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權益 269 23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 (298) (7)
境外經營產生的折算差異 (1,225)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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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9)
退休金福利精算損益 (4) (13)
指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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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公允價值變動 (9) (27)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150) (1,576)
  

本期綜合收益 21,197 18,656
  

淨利潤中屬於：
銀行股東 21,071 20,091
非控制性權益 276 141

  

21,347 20,232
  

綜合收益中屬於：
銀行股東 20,926 18,565
非控制性權益 271 91

  

21,197 18,656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2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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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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785,123 840,171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779,169 848,067
衍生金融資產 24,352 30,730
客戶貸款 4,952,528 4,742,372
金融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445,778 376,386
金融投資－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債權投資 2,009,221 2,000,505
金融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債權投資 517,532 437,630
金融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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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7 7,388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 3,790 3,653
固定資產 159,464 153,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554 21,975
其他資產 75,769 69,008

  

資產總計 9,785,747 9,531,171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1,949,424 2,162,29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24,826 23,109
衍生金融負債 22,859 28,105
客戶存款 6,106,174 5,793,324
已發行存款證 470,174 366,753
應交稅金 8,692 2,279
遞延所得稅負債 664 598
發行債券 332,909 317,688
其他負債 144,143 131,714

  

負債合計 9,059,865 8,82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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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95 321,442
未分配利潤 149,418 129,161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718,715 698,405
非控制性權益 7,167 6,903

  

股東權益合計 725,882 705,308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9,785,747 9,5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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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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淨利潤： 24,522 23,385
調整：
計提╱（轉回）貸款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11,313 6,828
計提╱（轉回）同業款項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133) 109
計提╱（轉回）金融投資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294) (375)
計提╱（轉回）其他應收款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266 173
計提╱（轉回）其他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452) 338
計提╱（轉回）抵債資產減值準備 5 –
計提╱（轉回）保險合同準備金 4,725 (2,136)
折舊和攤銷 2,641 2,478
計提╱（轉回）未決訴訟及未決賠償準備金 34 (6)
資產處置收益 (102) (12)
金融投資利息收入 (21,544) (19,971)
本期釋放的減值撥備折現利息 (327) (463)
公允價值淨損失╱（收益） (388) 1,033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淨收益 (50) (65)
金融投資淨收益 (162) (109)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3,097 2,868

  

營運資產和負債變動前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23,151 14,075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的淨減少╱（增加） 21,708 (18,001)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的淨減少╱
（增加） 35,958 (1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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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2) (28,834)
客戶貸款的淨增加 (220,916) (149,483)
其他資產的淨增加 (774) (1,060)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的淨（減少）╱ 
增加 (104,105) 49,75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的淨減少 (1,213) (3,924)
客戶存款的淨增加 310,763 173,346
其他負債的淨增加╱（減少） (2,412) (5,695)
應付增值稅和其他稅費的淨增加╱（減少） 707 493
支付的所得稅 757 (3,08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298) 13,920
  



- 16 -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年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入金融投資支付的現金 (198,061) (157,603)
出售或贖回金融投資收到的現金 114,757 94,845
收到股息 58 4
金融投資收到的利息 18,477 17,405
購入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支付的現金 (5)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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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 (4,313)
處置固定資產收到的現金 4,627 23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3,328) (49,579)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21,545 9,432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584) (666)
償還發行債券支付的本金 (6,060) (4,89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901 3,87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469) (3,0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67,194) (34,82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492 228,91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6,298 194,090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包括：
收到利息 67,696 62,466
支付利息 (55,535) (47,334)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起採用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以下簡稱
新租賃準則）。根據新租賃準則的銜接規定，本集團根據剩餘租賃付款額按首
次執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現的現值計量租賃負債，對於存量租賃的使用
權資產視同自租賃期開始日即採用新準則進行計量。對於在首次執行日屬於短
期和低價值的租賃，適用豁免規定。本集團根據首次執行本準則的累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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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調整首次執行本準則當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財務報表其他相關項目金額，不
調整可比期間信息。因採用上述新租賃準則，本集團本報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潤
從人民幣1,291.61億元減少到人民幣1,285.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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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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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任德奇
副董事長

中國上海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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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劉浩洋先生*、於永順先生 #、李健女士 #、劉力先生 #、楊志威先生 #、胡展雲 
先生#及蔡浩儀先生#。

* 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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