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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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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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2 0 1 7年第三季度報告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行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報告期」），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未經審計業績。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要求做出。

本報告以中英文編製，如中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致，以中文文本為準。

一、 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內容的
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
帶的法律責任。

本行董事會會議於2017年10月24日通過了本行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會議應參會董
事11名，實際參會董事11名，現場出席董事10名，錢軍董事因事委託吳小慶董事代
為出席和表決。本行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

本行董事長李慶萍、行長孫德順、副行長兼財務總監方合英、財務會計部總經理李
佩霞保證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本季度報告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

本報告中「本行」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團」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

本報告除特別說明外，金額幣種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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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比上年末
增減(%)

總資產 5,536,973 5,931,050 (6.64)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3,168,318 2,877,927 10.09
總負債 5,135,751 5,546,554 (7.41)
客戶存款總額 3,316,743 3,639,290 (8.86)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852,540 981,446 (13.13)
同業拆入 79,538 83,723 (5.00)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395,944 379,224 4.41
歸屬於本行普通股股東權益 360,989 344,269 4.86
歸屬於本行普通股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元） 7.38 7.04 4.86

項目
2017年

1-9月
2016年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541) (29,242) 84.47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 (0.09) (0.60) 84.47

項目
2017年

1-9月
2016年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收入 115,518 115,606 (0.08)
稅前利潤 44,434 45,609 (2.58)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34,738 34,543 0.56
年化平均總資產收益率 0.81% 0.87% 下降0.06個

百分點
年化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2.67% 13.98% 下降1.31個

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71 (4.23)
稀釋每股收益（元） 0.68 0.71 (4.23)

註：

(1) 上表為本集團合併口徑數據。

(2) ROA、ROE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受撥備增提及優先股派息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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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中國會計準則與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差異說明

本集團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的截至報告期末的淨資產、
報告期淨利潤無差異。

2.3 資本充足率分析

本集團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頒佈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自2013年1月1日起實施）有關規定計算和披露資本充足率，報告期內滿足
監管關於過渡期相關資本要求。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8.56%，比上年末下降0.08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9.52%，比上年末下降
0.13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11.75%，比上年末下降0.23個百分點。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監管值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比上年末
增減(%)

核心一級資本淨額 – 357,943 342,563 4.49%
一級資本淨額 – 398,051 382,670 4.02%
資本淨額 – 491,017 475,008 3.37%
風險加權總資產 – 4,179,564 3,964,448 5.43%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7.50% 8.56% 8.64% 下降0.08個

百分點
一級資本充足率 ≥8.50% 9.52% 9.65% 下降0.13個

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 ≥10.50% 11.75% 11.98% 下降0.23個

百分點

註： 上表為本集團合併口徑數據。

2.4 槓桿率分析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監管值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槓桿率 ≥4% 6.01% 5.66% 5.51% 5.19%
一級資本淨額 – 361,412 353,267 353,684 345,613
調整後的表內外 
 資產餘額 – 6,012,349 6,241,459 6,419,615 6,661,463

註： 上表為本行口徑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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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流動性覆蓋率分析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監管值
2017年

9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流動性覆蓋率 ≥100% 97.46% 91.12%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 482,731 398,555
未來30天現金淨流出量 – 495,311 437,403

註： (1) 上表為本集團合併口徑數據。

 (2) 根據《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要求，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覆蓋
率應當在2018年年底前達到100%，在過渡期內，應當在2014年末、2015年
末、2016年末及2017年末達到60%、70%、80%、90%。

2.6 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按照年初制定的「降增速、提轉速、調結構」經營策略，
保持戰略定力，通過主動管理，經營效益保持增長，資產質量持續改善，風險
抵禦能力增強，資產增速及結構調整符合整體規劃，實現了效益、質量、規模
均衡發展。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資產總額55,369.73億元，比上年末下降6.64%；客戶貸
款及墊款總額31,683.18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0.09%；負債總額51,357.51億元，
比上年末下降7.41%；客戶存款總額33,167.43億元，比上年末下降8.86%。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淨利潤347.38億元，同比增長0.56%；
實現經營收入1,155.18億元，同比下降0.08%。其中，利息淨收入742.73億元，
同比下降6.60%；非利息淨收入412.45億元，同比增長14.31%。非利息淨收入
佔比35.70%，同比提升4.49個百分點；淨息差1.78%，同比下降0.23個百分點。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不良貸款餘額525.79億元，比上年末增長8.23%；不良貸
款率1.66%，比上年末下降0.0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60.98%，比上年末上升
5.48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2.67%，比上年末上升0.0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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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截至報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東總數、前十名普通股股東及前十名普通股無限售條
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普通股股東總數（戶）：199,726

前十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31,988,728,773 65.37 無 無 –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2,117,436,738 24.76 無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國煙草總公司 2,147,469,539 4.39 2,147,469,539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0,728,649 1.86 無 無 – 國有法人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272,838,300 0.56 無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8,599,268 0.34 無 未知 –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43,403,158 0.09 無 無 – 境外法人
河北建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31,034,400 0.06 無 無 – 國有法人
珠海橫琴量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8,300,000 0.06 無 無 – 其他
匯天澤投資有限公司 27,824,359 0.06 無 無 – 其他

前十名普通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 股份數量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31,988,728,773 人民幣普通股 28,938,928,294
境外上市外資股 3,049,800,479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2,117,436,738 境外上市外資股 12,117,436,738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0,728,649 人民幣普通股 910,728,649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272,838,300 人民幣普通股 272,838,30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8,599,268 境外上市外資股 168,599,268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43,403,158 人民幣普通股 43,403,158
河北建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31,034,400 人民幣普通股 31,034,400
珠海橫琴量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8,3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28,300,000
匯天澤投資有限公司 27,824,359 人民幣普通股 27,824,359
中國保利集團公司 27,216,400 人民幣普通股 27,216,400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根據《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報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合
計持有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57.31%的股份。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除此之外，報告期末本行未知
上述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情況的說明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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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以上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是根據A股、H股證券登記處設置的本行普通股股
東名冊中所列的股份數目以及中國中信有限公司提供的持股數據統計。

 (2)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截至報告
期末，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屬子公司合計持有本行普通股
32,284,227,773股，佔本行普通股總數的65.97%，其中：持有本行A股普通
股28,938,928,294股，H股普通股3,345,299,479股。

 (3) 冠意有限公司(Summit Idea Limited)確認，截至報告期末，其通過香港中央
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行H股普通股2,292,579,000股，佔本行普通股
總數的4.68%。冠意有限公司為新湖中寶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述股份外，新湖中寶股份有限公司還通過全資子公司香港新湖投資有
限公司持有本行H股普通股137,586,000股，佔本行普通股總數的0.28%。

2.8 截至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
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3適用    □不適用

單位：股
優先股股東總數（戶）：31

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同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報告期內
增減(+，–)

期末持股
數量

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
類別

持有有限售條件
的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國有法人 – 43,860,000 12.53 境內優先股 – – –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 
個人分紅－ 005L－ FH002滬

其他 – 38,430,000 10.98 境內優先股 – – –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 
普通保險產品－ 005L－ CT001滬

其他 – 38,400,000 10.97 境內優先股 – – –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個險萬能

其他 – 30,700,000 8.77 境內優先股 – – –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分紅－個險分紅

其他 – 30,700,000 8.77 境內優先股 – – –

交銀國際信託有限公司－ 
金盛添利1號單一資金信託

其他 – 30,700,000 8.77 境內優先股 – – –

浦銀安盛基金公司－浦發－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上海分行

其他 – 21,930,000 6.27 境內優先股 – – –

興全睿眾資產－平安銀行－ 
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5,350,000 4.39 境內優先股 – – –

創金合信基金－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960,000 3.13 境內優先股 – – –

交銀施羅德基金－民生銀行－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770,000 2.51 境內優先股 – – –

華潤深國投信託有限公司－ 
投資1號單一資金信託

其他 – 8,770,000 2.51 境內優先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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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是根據本行優先股股東名冊中所列的信息統計。

 (2)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根據公開信息，本行初步判斷中國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個人分紅－ 005L－ FH002滬、中國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品－ 005L－ CT001滬存在關聯關
係，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能－個險萬能、中國平安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個險分紅存在關聯關係。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
述優先股股東之間、上述優先股股東與前十名普通股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
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三、 重要事項

3.1 本集團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適用    □不適用

2017年第三季度變動較大的項目及變動原因如下：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1-9月

比上年末╱
上年同期變動

(%) 變動原因

存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136,452 (34.60) 境內存放同業款項減少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1,827 (98.93) 境內同業買入返售債券減少
應收款項類投資 581,887 (43.82) 金融機構理財產品投資及證券

定向資產管理計劃投資減少
對聯營企業的投資 2,441 119.71 新增對中信百信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投資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887 33.00 可抵扣暫時性差異增加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73,415 (38.99) 境內央行及同業賣出回購債券

減少
其他綜合收益 (7,309) (540.0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投資重估儲

備減少
交易淨收益 5,191 60.17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增加

註： 上表為本集團合併口徑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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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適用    □不適用

本行擬公開發行不超過400億元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可轉債發行方案及各項
相關議案已經本行2016年8月25日、2016年12月19日以及2017年1月18日召開的
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並於2017年2月7日經本行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017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2017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表決通過。中國
銀監會已於2017年7月出具了《中國銀監會關於中信銀行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
司債券相關事宜的批覆》（銀監覆[2017]193號），本次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尚待
中國證監會核准後方可發行。

本次可轉債發行方案等相關文件具體內容請見本行於2016年8月25日、2016年12
月19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2月7日、2017年7月11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www.sse.com.cn)、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 
和本行網站(www.citicbank.com)發佈的相關公告。

本行於2017年8月24日召開的董事會審議通過了優先股2017年度股息分配方
案，批准本行於2017年10月26日派發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10月25日期
間的優先股股息。本行將向截至2017年10月25日上交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行全體中信優1（優先股代碼
360025）股東派發優先股股息。按照票面股息率3.80%計算，每股優先股派發
現金股息3.80元人民幣（含稅），優先股派息總額13.30億元人民幣（含稅）。有
關情況參見本行於2017年8月24日、2017年10月17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和
本行網站(www.citicbank.com)發佈的相關公告。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3不適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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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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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17年
7-9月

2016年
7-9月

2017年
1-9月

2016年
1-9月

    

利息收入 54,971 52,408 165,256 160,093
利息支出 (30,192) (26,320) (90,983) (80,569)

    

淨利息收入 24,779 26,088 74,273 79,524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2,703 10,439 37,452 32,792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1,248) (762) (3,236) (1,819)

    

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455 9,677 34,216 30,973

交易淨收益 1,737 989 5,191 3,241
投資性證券淨收益 810 354 1,553 1,556
套期淨收益 – 1 – –
其他經營淨收益 28 115 285 312

    

經營收入 38,809 37,224 115,518 115,606

經營費用 (10,431) (11,371) (31,599) (34,545)
    

減值前經營利潤 28,378 25,853 83,919 81,061

資產減值損失
 －發放貸款及墊款 (14,238) (10,547) (35,712) (30,343)
 －其他 (824) (965) (3,764) (5,053)

    

資產減值損失合計 (15,062) (11,512) (39,476) (35,396)

投資性房地產重估（損失）╱收益 (1) – 15 –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損失） 3 (13) (24) (56)

    

稅前利潤 13,318 14,328 44,434 45,609

所得稅費用 (2,587) (3,382) (9,539) (10,986)
    

淨利潤 10,731 10,946 34,895 3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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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9月

2016年
7-9月

2017年
1-9月

2016年
1-9月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一）以後會計期間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 
   分類至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以扣除所得稅影響後的淨額 
   列示）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192) 1,160 (4,503) (436)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685) 124 (1,656) 687
  －其他 (1) 4 (8) –

    

其他綜合收益稅後淨額 (878) 1,288 (6,167) 251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9,853 12,234 28,728 34,874
    

淨利潤歸屬於：
 －本行股東 10,727 10,943 34,738 34,543
 －非控制性權益 4 3 157 80

    

10,731 10,946 34,895 34,623

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行股東 9,849 12,230 28,571 34,793
 －非控制性權益 4 4 157 81

    

9,853 12,234 28,728 34,874

歸屬於本行普通股股東的每股收益：
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9 0.22 0.68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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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492,285 553,328
存放同業款項 136,452 208,641
貴金屬 3,042 3,372
拆出資金 163,042 167,20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57,581 64,911
衍生金融資產 51,664 47,366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1,827 170,804
應收利息 32,250 32,922
發放貸款及墊款 3,083,676 2,802,38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22,817 534,533
持有至到期投資 209,655 217,498
應收款項類投資 581,887 1,035,728
對聯營企業的投資 2,441 1,111
物業和設備 17,563 17,834
無形資產 743 840
投資性房地產 287 305
商譽 867 91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887 12,697
其他資產 62,007 58,654

  

資產總計 5,536,973 5,931,050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222,600 184,050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852,540 981,446
拆入資金 79,538 83,72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332 –
衍生金融負債 49,655 45,059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73,415 120,342
吸收存款 3,316,743 3,639,290
應付職工薪酬 7,664 8,819
應交稅費 6,897 6,364
應付利息 38,332 37,155
預計負債 244 244
已發行債務憑證 448,286 386,94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 11
其他負債 39,486 53,105

  

負債合計 5,135,751 5,54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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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股東權益

股本 48,935 48,935
優先股 34,955 34,955
資本公積 58,636 58,636
其他綜合收益 (7,309) (1,142)
盈餘公積 27,263 27,263
一般風險準備 73,911 73,911
未分配利潤 159,553 136,666

  

歸屬於本行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395,944 379,224
  

非控制性權益 5,278 5,272
  

股東權益合計 401,222 384,496
  

負債和股東權益合計 5,536,973 5,931,050
  

本財務報表已於2017年10月24日獲董事會批准

李慶萍 孫德順
法定代表人 行長
（董事長）

方合英 李佩霞 公司蓋章
副行長兼財務總監 財務會計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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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7年 2016年

  

經營活動

稅前利潤 44,434 45,609
調整項目：
 －投資、衍生工具及投資性房地產重估（收益）╱損失 (1,685) 300
 －投資淨收益 (717) (885)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收益 (2) (40)
 －未實現匯兌（收益）╱損失 (409) 245
 －減值損失 39,476 35,396
 －折舊及攤銷 2,084 1,978
 －已發行債務憑證利息支出 13,955 10,187
 －權益證券股息收入 (10) (49)
 －支付所得稅 (12,110) (10,873)

  

小計 85,016 81,868
  

經營資產及負債的變動：
存放中央銀行款項減少╱（增加） 24,312 (43,078)
存放同業款項減少 2,624 8,610
拆出資金減少╱（增加） 32,077 (4,98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減少╱（增加） 24,020 (37,439)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減少 168,977 106,372
發放貸款及墊款增加 (326,259) (329,796)
應收款項類投資減少 453,180 33,714
向中央銀行借款增加 38,550 41,550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減少 (128,819) (6,085)
拆入資金（減少）╱增加 (3,315) 8,79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增加 333 –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減少 (46,925) (53,581)
吸收存款（減少）╱增加 (311,324) 204,449
其他經營資產減少╱（增加） 565 (39,879)
其他經營負債（減少）╱增加 (17,553) 246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4,541) (2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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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7年 2016年

  

投資活動
出售及承兌投資所收的現金 848,459 378,083
取得投資性證券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38 49
出售物業和設備、土地使用權和其他資產所收的現金 50 104
購入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943,222) (489,759)
購入物業和設備、土地使用權和其他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3,611) (5,075)
取得聯營企業支付的現金 (1,402) (100)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99,588) (116,698)
  

融資活動
發行債務憑證收到的現金 628,737 522,893
償還債務憑證支付的現金 (562,497) (342,890)
償付債務憑證利息支付的現金 (13,187) (10,465)
分配股利支付的現金 (10,672) (10,456)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2,381 159,0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額 (61,748) 13,142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5,356 226,36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4,750) 2,746
  

於9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8,858 242,25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收取利息 171,387 153,859
  

支付利息，不包括已發行次級債利息 (76,586) (7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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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權益 非控制性權益
  

其他 一般 未分配 子公司 其他權益 股東權益
股本 優先股 資本公積 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風險準備 利潤 普通股股東 工具持有者 合計

          

2017年1月1日 48,935 34,955 58,636 (1,142) 27,263 73,911 136,666 123 5,149 384,496

（一）淨利潤 – – – – – – 34,738 11 146 34,895
（二）其他綜合收益 – – – (6,167) – – – – – (6,167)

          

綜合收益合計 – – – (6,167) – – 34,738 11 146 28,728

（三）利潤分配
  1.對本行普通股股東的 
    股利分配 – – – – – – (10,521) – – (10,521)
  2.對本行優先股股東的 
    股利分配 – – – – – – (1,330) – – (1,330)
  3.對子公司少數股東的 
    股利分配 – – – – – – – (5) – (5)
  4.對其他權益工具持有者 
    的利潤分配 – – – – – – – – (146) (146)

2017年9月30日 48,935 34,955 58,636 (7,309) 27,263 73,911 159,553 129 5,149 4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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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權益 非控制性權益
  

其他 一般 未分配 子公司 其他權益 股東權益
股本 優先股 資本公積 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風險準備 利潤 普通股股東 工具持有者 合計

          

2016年1月1日 48,935 – 58,636 3,584 23,362 64,555 118,668 121 1,825 319,686

（一）淨利潤 – – – – – – 41,629 11 146 41,786
（二）其他綜合收益 – – – (4,726) – – – 1 – (4,725)

          

綜合收益合計 – – – (4,726) – – 41,629 12 146 37,061

（三）發行優先股 – 34,955 – – – – – – – 34,955

（四）其他權益工具持有者 
   投入資本 – – – – – – – – 3,324 3,324

（五）利潤分配
  1.提取盈餘公積 – – – – 3,901 – (3,901) – – –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 – – – – 9,356 (9,356) – – –
  3.對本行普通股股東的 
    股利分配 – – – – – – (10,374) – – (10,374)
  4.對子公司少數股東的 
    股利分配 – – – – – – – (10) – (10)
  5.對其他權益工具持有者 
    的利潤分配 – – – – – – – – (146) (146)

2016年12月31日 48,935 34,955 58,636 (1,142) 27,263 73,911 136,666 123 5,149 384,496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 •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及孫德順先生（行長）；非執行董事
為常振明先生、朱皋鳴先生、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小慶女士、 
王聯章先生、何操先生、陳麗華女士及錢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