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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第三季度报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季度报告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季度财务会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阅。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长董文标、行长洪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品璋、吴透红、会计机构负

责人白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1,402,936 1,054,350 33.06
股东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59,607 53,880 10.63

每股净资产（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 
3.17 2.86 10.6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9 上年同期为负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0.07 上年同期为负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2,827 10,201 1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 
0.15 0.54 1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 
0.15 0.54 18.11

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上市

公司） 
4.74 17.11 提高 1.9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归属于上市公司） 
4.80 17.20 提高 1.9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营业外收入 118

其中：罚款收入 0.19

其他收入 1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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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50

其中：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 0.01

其他支出 49.99

营业外收支净额 68

加：以前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转回 0

减：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

数 
17

合计 51

注：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8,823 百万股。 

（二）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09 年 9 月 30 日 2008 年 9 月 30 日

总负债 1,342,525 1,006,388 

存款总额 1,099,483 789,218 

其中：长期存款 94,287 133,096 

同业拆入 5,377 19,792 

贷款总额 893,543 631,420 

其中：短期贷款 357,379 278,574 

      进出口押汇 1,636 3,527 

      贴现 61,352 42,147 

      中长期贷款 466,038 299,774 

      逾期贷款 7,138 7,397 

注：报告期末，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余额为 72.84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82%。

贷款呆账准备金余额 135.35 亿元；上年同期，贷款呆账准备金余额 95.73 亿元。 

（三）股本情况 

（1）本公司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88025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A、B、H

股或其它）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1111322354 A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959422762 A 股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754803754 A 股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0808520 A 股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14962526 A 股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586521241 A 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82449263 A 股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474035782 A 股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2304488 A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202273800 A 股 



 3

 

二、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报告期末 
与上年度末相比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款项 
50,086 240%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增加

贵金属 33 -70% 贵金属减少 

拆出资金 23,343 37% 拆出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420 -65% 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1,038 158% 买入返售票据增加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880,008 36% 贷款和垫款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53,671 38% 持有至到期债券增加 

长期应收款 13,930 165% 金融租赁业务长期应收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2 178%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资产 8,434 92% 其他资产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 
172,891 4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增加

拆入资金 5,377 -83% 拆入资金减少 

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11,850 356% 子公司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404 -67% 衍生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461 -44% 卖出回购票据和卖出回购证券减少

吸收存款 1,099,483 40% 吸收存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943 203% 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应交税费 4,384 75% 计税基数增加，应交税费增加 

预计负债 1,118 84% 表外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未分配利润 14,704 145% 当期实现净利润增加 

项  目 报告期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4,919 上年同期为负 处置海通证券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4 -108% 
交易性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减少 

其他业务收入 19 375%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其他业务支出 -513 3846% 预计负债支出增加 

营业外收入 118 84% 营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50 -64% 营业外支出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2 -67% 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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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序

号 

证券代

码 
简称 期末持有数量

初始投资 

金额 
期末账面值 期初账面值 

会计核算科

目 
1  UCBH 

holdings 
Inc. 

1,154.60 88,743 6,307 54,292 可供出售投

资 

注：UCBH holdings Inc.联合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四）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发起设立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26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1.25%。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2008年4月18日正式开业。 

（2）发起设立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2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0%。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

于2008年11月18日正式开业。 

（3）发起设立彭州民生村镇银行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36%。彭州民生村镇银行已于2008年9

月12日正式开业。 

 （4）发起设立慈溪民生村镇银行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5%。慈溪民生村镇银行已于2008

年12月30日正式开业。 

（5）参股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持股比例约为2.8％。 

（6）投资成立信用卡公司 

2008 年 1 月 2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民生

银行信用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投资成立全资信用卡公司，注册资金 16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在北京，目前本事项正提交监管部门审批。 

（五）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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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董文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