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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我们聆听并理解客户的需求。

我们通过提供卓越产品与高素质服务，与客户建立持续关系。

人员

我们公平对待每一位同事，彼此尊重。

我们相互支持，并投资于员工的发展，帮助大家充分发挥潜能。

我们认可并奖励优秀的员工。

团队

我们是团队的一份子，在整个组织中同心协力，迈向共同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诚信

我们的业务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

我们假定我们的所有行为都经得起大众的考核。

谨慎承担风险 

我们以谨慎态度面对风险，因为我们的客户依赖我们所提供的保障与稳固。

效率

我们积极投资于基础设施，改进流程及技能，从而降低营业成本。

我们每次行事都确保准时、正确，不容差错。

宗旨

我们致力为各社群与企业提供切合其需求的创新金融服务，协助他们达成理想。
华侨银行中国总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
时代金融中心第20层及21层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58200200
传真：(86 21) 68766793

上海卢湾支行

上海市复兴中路644号乙
邮编：200020
总机：(86 21) 54663000
传真：(86 21) 54663090

上海东方路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
汤臣金融大厦第1层及23层
邮编：200122
电话：(86 21) 61461246
传真：(86 21) 58300657

上海嘉定支行

中国上海市嘉定区环城路2222号1层南西侧单元
邮编：201800
电话：(86 21) 61817188
传真：(86 21) 61817199

上海古北支行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古北强生花园1303号
邮编：201103
电话：(86 21) 23259000
传真：(86 21) 23259188

北京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
卓著中心11层1107室
邮编：100140
电话：(86 10) 59315188
传真：(86 10) 59315162

天津分行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津汇广场2座2808室
邮编：300051
总机：(86 22) 23395911
传真：(86 22) 23399611

厦门分行

厦门市鹭江道8号国际银行大厦23楼E座
邮编：361001
总机：(86 592) 2022653
传真：(86 592) 2035182

广州分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
合景国际金融广场903-904室
邮编：510623
电话：(86 20) 28023000
传真：(86 20) 28023100

成都分行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9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7A-H单元
邮编：610041
总机：(86 28) 86639888
传真：(86 28) 85268538

成都香格里拉中心支行

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成都香格里拉中心商场第二
单元
邮编：610012
总机：(86 28) 66807888
传真：(86 28) 66851800

成都上海花园支行

成都市神仙树南路39号
上海花园33单元
邮编：610042
电话：(86 28) 65556888
传真：(86 28) 66066022

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世贸大楼20楼5、6、
7单元
邮编：400010
电话：(86 23) 63708877
传真：(86 23) 63707171

重庆渝北支行（筹备中）

重庆市渝北区锦橙路8号枫林秀水小区会所一楼
邮编：402011
电话：(86 23) 63077888
传真：(86 23) 63111330和63111262

青岛分行（筹备中）

青岛市香港中路9号青岛香格里拉中心商场1层
L101, L102及L107单元
邮编：266071
电话：(86 532) 55583888
传真：(86 532) 55578908

分支机构名录

宗旨与价值 
华侨银行简介与华侨银行中国简介 1
董事长致辞 2
财务摘要及情况说明 4
大事记 6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8
公司治理结构 9
风险管理 15
重要事项 21
财务报告 23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2010年度报告 1

新加坡华侨银行（“华侨银行”）成立于1912年，以资产规模而言，是东南亚排名第二的金融服务集团。在全球金融机

构中，华侨银行所获的评级备受肯定，获得穆迪( Moody )长期信用评级AA1。华侨银行及其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专

业金融服务，包括个人业务、公司业务、投资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以及环球资金业务、保险、资产管理

和股票经纪业务，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华侨银行的主要市场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大中华地区，在共1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500家分支行。这

其中包括华侨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OCBC NISP的超过400家分支行。

华侨银行的附属公司——大东方控股（Great Eastern Holdings），从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方面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最大的保险集团。其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利安资金（Lion Global Investors）是东南亚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私人银

行服务则由子公司新加坡银行（Bank of Singapore）提供。在亚洲全球私人银行中，新加坡银行名列前五名。

更多的信息请登陆华侨银行的官方网站：www.ocbc.com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简介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华侨银行中国”或“本行”）于2007年8月1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侨银行中

国是华侨银行的全资子公司。

自1925年在厦门设立第一家分行起，华侨银行一直保持在中国的持续经营。在这85年内，华侨银行不仅没有间断过在

中国的业务和服务， 我们也是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连续经营的四家外资银行之一。

华侨银行中国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亿元（约合新币6亿9800万元）。目前华侨银行中国聘有超过700名员工，除了上

海总部，华侨银行中国还在北京、厦门、天津、成都、广州和重庆共设有12家分支行。此外，华侨银行在青岛还设有

一个代表处。

至目前为止，华侨银行中国个人银行部位于上海及成都的分支行都已获得银监会批准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的许可。随

着人民币业务的展开，我们已经推出针对个人客户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包括人民币外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人民

币一天及七天通知存款、人民币以及外币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个人房贷、银行保险、外汇买卖、网上银行、借记卡及

周末银行等产品与服务。

华侨银行中国企业银行利用覆盖全球网络，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网点优势，为所有企业客户，包括中国本土企业、三资

企业及台资企业、华侨银行集团的客户和房地产企业及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客户，提供存贷款、企业融资、现

金管理、国际结算、投资理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金融服务，并开通了企业网上银行。

更多的信息请登陆华侨银行中国的官方网站：www.ocbc.com.cn

华侨银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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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对华侨银行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首先，华侨银行集团被《亚洲银行家》评选为“东南亚最强健的银行”；被

《华尔街日报－亚洲》评选为“新加坡最值得信赖的银行”；被《环球金融》

评选为“亚洲第二最安全的银行”。

董事长致辞

历经三年的耕耘，华侨银行中国总资产规模翻了近四倍，逐渐接近国内中型外资银行的规模。我们的存、贷款总额双双

快速增长，存款相比2009年增幅更是达到168％，这为我们进一步完成存贷比达标增加了信心。

从网点分布上，华侨银行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已经在厦门、成都、天津、北京、广州、重庆设置了12个分支行。设在青

岛的办事处也已经递交了升级为分行的报告，目前正在正式开业的积极筹备中。同时，我们的个人银行业务也即将落地

除上海和成都之外的第三个城市——重庆，这是我们西部战略的又一具体实施。

成绩背后是整个团队的诚意付出和日益壮大，华侨银行中国的大家庭已经迎来了接近700位成员，是三年前成立法人银行

的七倍，每年一次的员工满意度调研结果较之去年显著提升，传达出大家对华侨银行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在获知分数的

那一天我们都抑制不住地大声欢呼，这不仅仅是管理团队努力的结果，更代表着700位同仁的众志成城。同时，我们大胆

起用本土人才的战略成果也进一步被事实所验证，这让我们更坚定了“留人要留心”的用人之道。

2010年是华侨银行中国的收获之年。年初我们以个人银行“一卡连三代，关爱全家人”的卓锦借记卡温暖开局；四月又

在成都与同属集团旗下的中新大东方联手推出银保产品；金秋九月，古北支行在桂花香中喜庆开业。企业银行更是厚积

薄发，经过潜心经营和我们集团各分行的合作，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始有成效；并继续加大对本土客户的开发。
资金部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通过与各业务部门的紧密合作，客户数量大幅增加，销售业绩成果斐然。金融机构部作

为银行间合作互赢的领先者，实至名归，总体业绩达到历史新高度。作为对这些成绩的肯定，十月份我们蝉联了“成都

金融总评榜”之“最佳外资银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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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是一家积累了近百年金融智慧的机构，除了银行业务，还兼容多种业态并存，包括了从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方面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大的保险集团——大东方控股；东南亚最大的私人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利安资金，
以及集团于去年以约14.46亿美元（合20.24亿新元）收购的ING亚洲私人银行及其附属机构IAPB，已经重新命名成立了定

位为“在亚洲的环球私人银行”——新加坡银行，成为顶尖全球私人银行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继续对中国市场寄予

期许的坚强后盾。

专注发展的同时，我们坚持践行对社会的承诺，第二届“宋庆龄奖学金—华侨银行基金”如期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市

的108位受助儿童来到上海领奖，并在华侨银行员工代表的陪同下一起游览了世博园。成都分行的同事和科技与运营部的

同事在工作的同时身兼志愿者，分别去到我们援建的成都绵竹石河小学和上海紫罗兰希望小学，为师生送去学习工具，
健身器材。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卡片上写满了对华侨员工的感恩之情。紫罗兰小学的校长还亲自送来了寓意“一年更比一

年好”的年糕。因为我们对承诺的实现，《每日经济新闻》将首个“最佳外资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奖”颁给了华侨银

行中国，这个奖的份量很重，虽然我们不是捐款最多的外资银行，但是我们亲历亲为。近百年来，我们对这份使命一脉

相承。

跻身中型外资银行之列，意味着我们的竞争环境更为激烈。同时，2011年是华侨银行中国第二个三年计划的开局之年。
去年11月份，我们就接下来3至5年的发展达成了目标共识——保持现有领地，开创新的增长点。

对我个人而言，2010年更是过得不同寻常。当我接过沉甸甸的上海白玉兰荣誉奖证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谢一直与我站

在一起的整个团队，是你们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去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梁炜宁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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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及情况说明

人民币:亿元

2010年 2009年

财务状况

资产总额 340.31 175.79

贷款总额 189.61 95.63

存款总额 159.98 58.80

股东权益 36.41 35.76

资本充足率 25% 37%

核心资本充足率 25% 37%

贷款减值损失准备 0.85 1.13

不良贷款率 0.03% 0.10%

经营成果 　 　

营业收入 4.77 3.52

营业利润 0.94 (0.07)

税前利润 0.98 0.08

营业费用 3.76 2.85

法定盈余公积及一般风险准备的计提

法定盈余公积 0.14 0.09

一般风险准备 1.27 0.77

财务情况说明：

1. 概述

2010年本行的业务发展迅速，存贷款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增长，营业收入大幅提高，同时本行在驾驭2010年的过程中仍

着眼于完善银行业务基础，包括积极的流动性与风险管理以支持本行客户在华业务增长。与此同时，在严谨的成本管理

下，本行继续投资于分支机构网络、科技基建、人才培养以及产品开发。目前本行已扬帆起航，将在2011年继续拓展在

华业务。

2. 财务状况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本行总资产为340.31亿元；贷款总额为189.61亿元；客户存款为159.98亿元；股东权益为36.41亿
元。与去年末相比，本行总资产、贷款总额、客户存款及股东权益分别上升94%、98%、172%及2%。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本行资本充足率为25%，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为25%，均达到监管要求。

贷款减值损失准备包括组合计提和单项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0.8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人民币0.28亿元。贷

款减值损失的减少主要归结于持续稳健的风险管理。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2010年度报告 5

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本行不良贷款率为0.03%，与去年末相比下降0.07%。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得益于持续稳健的资产

质量与风险管理。

3. 经营成果

于2010年度，本行共实现营业收入4.77亿元；实现营业利润0.94亿元；实现税前利润为0.98亿元。与去年全年相比，本行

营业收入上升了36%，营业利润及税前利润分别增加了1亿元及0.90亿元。该增长主要由于2010年存贷款业务的快速成长

而带来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提高。同时，过多的市场流动性导致的利差缩小部分抵消了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增长。

2010年度的营业费用为人民币3.7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2%(人民币0.91亿元)。营业费用的增长主要用于人员费用和

网络基建的投入。

于2010年度，本行平均资产回报率为0.2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53%。

4. 法定盈余公积及一般风险准备的计提

于2010年末，本行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按2010年税后利润的10%提取了法定盈余公积, 累计人民币0.14亿
元。

同时，本行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提取了一般风险准备金作为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本行于2010年末已累计计提了一般

风险准备金共计人民币1.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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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中国2010年大事记

2010年1月15日华侨银行中国正式推出银联借记卡——卓

锦卡。注重以家庭为单位，以提供专业国际金融经验见长

的华侨银行继续秉承其一贯的价值观，将“关爱家人，管

好家财”继续实施在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上。华侨银行中国

此次隆重推出的卓锦借记卡在设计理念上，以一卡连三代

的方式，全面关怀到家庭各个成员。

1. 华侨银行中国推出银联卓锦借记卡

2. 华侨银行中国与中新大东方缔结合作联盟

2010年4月13日，华侨银行中国与华侨银行旗下另一附属

机构——大东方控股在中国投资组建的中心大东方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中新大东方）在成都缔结联盟，共同推出服

务成都市民的银行保险产品。此次与中新大东方的合作是

华侨银行中国丰富家庭理财产品线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
同时也标志着华侨银行中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对华侨银

行中国和中新大东方均具有发展里程碑的意义。

3. 第二届“宋庆龄奖学金——华侨银行基金”颁发

华侨银行中国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的第二届“宋庆龄

奖学金——华侨银行基金”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宋庆龄奖

学金颁奖仪式上颁发。本次共有108名学生获得了“宋庆

龄奖学金——华侨银行基金”，他们平均年龄在九岁到

十六岁之间，分别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
月4日，获奖学生与华侨银行员工代表一起满怀憧憬地游览

了世博园。孩子们在游览中了解到世界风情文化的同时，
更充分感受到世界高科技发展带给生活的精彩。在外形酷

似音乐盒的新加坡馆，孩子们通过试听体验，充分领略了

这个花园国家的活力；在世博主题馆，孩子们行走在城市

人馆、生命馆和地球馆之间，身临其境地理解到世博会主

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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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古北支行正式开业

2010年9月16日，华侨银行在中国的第十二家营业网

点——上海古北支行正式开业。 古北新区是上海第一家有

规模的国际居住社区，是来自欧美、日本、韩国和港澳台

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士来沪工作和生活集中的住宅区域，并

兼具商业功能，被定义为“宜商宜居”的典范。华侨银行

古北支行的设立将是其服务家庭的个人银行理念的持续体

现，并细致入微地把贴合客户需求的金融解决方案进一步

推送到高端社区。

5. 继续践行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华侨银行始终坚持“饮水思源，回馈社会”的企业理念，
关爱儿童和青少年，帮助他们全面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

承担更多，已经成为华侨银行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2010年11月8日华侨银行中国组织员工前往其援建的绵竹

市石河小学看望师生，并为学校带去了足球、篮球、乒乓

球等体育用品，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强身健体，茁壮成

长。2010年12月17日，华侨银行中国践行对社会责任的承

诺，组织员工前往周浦镇民办紫罗兰希望小学探望师生，
并向学校捐赠了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和U盘等数码设

备，以完善学校的科教教学资源，为孩子们努力掌握现代

科学知识创造更好的环境。捐赠仪式结束以后，华侨银行

中国员工还陪孩子们进行了跳绳、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
小小的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

2010年12月15日，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梁炜宁女士获得本年度上海市“白玉兰荣誉

奖”，作为来自金融行业的唯一获奖者，这个荣誉代表着

对梁炜宁过去十年间参与上海市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的

高度认可；作为唯一的女性获奖者，这个荣誉更代表着她

不同寻常的辛勤付出。在她的积极争取下，华侨银行集团

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规模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过了一倍。目

前，华侨银行中国已经在上海、北京、成都、厦门、广

州、天津和重庆设立了共12家分支行，此外，青岛分行和

重庆的新支行也已经通过监管部门的批准，在积极进行开

业前的筹备工作。

6. 华侨银行中国掌门人获得“白玉兰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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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

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银行监管部门的要求，借鉴国内外成熟银行公司治理的经验，结合

本行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本行合规、稳健、持续发展。在保护股东、存款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成为社会公众信赖的银行。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

及其辖下各专业委员会、监事、高级管理层按照《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所赋

予的职责，依法独立履行各自的权力与义务。

(一) 年度内股东决议情况

2010年度，本行唯一股东——华侨银行有限公司10次以书面形式通过决议，决议事项包括：同意修改《公司章

程》，批准董事会成员和监事的变更，任命独立董事，批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以及同意授权股东签字代表等。

(二) 董事会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董事会现有6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1名，董事会的人数和构成均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任董事会

成员名单及其职务如下：

1. 董事会构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梁炜宁 女 45岁 董事长/执行董事

孙泽群 男 59岁 非执行董事

钱乃骥 男 56岁 非执行董事

陈苑香 女 60岁 非执行董事

任智水 男 47岁 执行董事

陈雪峰 男 44岁 独立董事

注：经股东批准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核准，陈雪峰先生自2010年8月17日起正式担任本行独立董事职务，原独立董事郑文娟女

士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职务。

2. 董事会工作情况

(1) 召开会议情况

2010年度，本行共召开董事会会议4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出席人数、议事程序、表决程序和董事会决议的作出程序

及其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董事会会议记录由本行秘书处保存，会

议记录真实、完整。

以下为各次董事会会议的具体情况：

 - 2010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10年2月9日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审议批准了本行公司治理的若干事项；聘任了本行201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审议了本行2010年营运计

划，听取了季度财务报告、管理层的业绩汇报和常规报告，以及本行“八千里路云和月”项目进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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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于2010年4月21日在上海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09年度报

告及财务报表；批准了本行2009年度公司治理、合规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自评报告；审议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提交的特别报告；听取了本行高级管理层的业绩报告和常规报告等；

 - 2010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10年7月16日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董事会重新任命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知悉了更换独立董事的情况，审阅了本行财务季度报告，听

取了高级管理层的业绩报告和常规报告等；

 - 2010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0年11月10日在上海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重新任命了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成员，讨论并同意了2011年董事会/委员会会议时间安排；批准了2010年外部审计费用；审阅了2011年营

运计划，听取了高级管理层的业绩报告和常规报告。

(2) 闭会期间工作情况

董事会于闭会期间，不时通过会谈、电话、电子邮件、审阅书面报告等方式与高级管理层保持沟通，以深切了解本行

业务发展、营运管理、内部控制、人员发展等相关情况。2010年，本行董事会还通过传签的方式，作出了20项书面

决议，主要包括：同意增设新的分支行；任命分行行长、副行长、支行行长；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同意变更衍生产品

主协议授权签字人；任命首席财务官；同意继续聘用风险部负责人、内审负责人等。

(3) 落实股东决议情况

依据股东书面决议，董事会在本年度内进行了章程的变更登记；独立董事和监事的变更登记；还依据股东所批准的外

部董事之薪酬方案，向外部董事发放了薪酬等等。

3. 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目前辖下设有3个专业委员会，即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各

委员会均受董事会领导，对董事会负责。

(1)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三名成员构成，其中，主席一职由独立董事担任。

2010年，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了两次会议。全体委员会成员均参加了历次会议。在2010年4月和11月召开的两

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上一年度的关联交易特别报告；审议了本行《关联交易控制指引与流程手册》的修订、了解

了本行的关联交易季度报告情况以及2011年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安排等。会议记录由秘书处以书面形式记录，
经出席会议的委员签署，会议记录完整、真实。

(2) 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构成，其中，主席一职由独立董事担任。

2010年，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四次会议。2010年第一次会议于2月以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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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了本行季度财务报告、聘请了2010年度外部审计师、通过了2010年审计委员会会议

安排与行动计划、听取了内审工作报告等；2010年第二次会议于4月在上海召开，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2009年度财务报告、审阅了财务季度报告、内部审计部及外部审计师事务所所做的报告、批准了对审计委员会议

事章程的修订、知悉了关联交易审计报告等；2010年第三次会议于7月以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召

开，除一名委员因公事缺席外，其他成员均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了财务季度报告、听取了内审工作报告；2010年
第四次会议于11月在上海召开，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了财务季度报告与同业业绩分析、同意了2010年度

外部审计费用、听取了内部审计部及外部审计师事务所的报告、知悉了下一年度审计委员会会议安排与行动计划等；
会议记录由秘书处以书面形式记录，经出席会议的委员签署，会议记录完整、真实。

(3)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由六名成员构成，其中，主席一职由独立董事担任。

2010年，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共召开了两次会议。全体成员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两次会议。在2010年4月召开的第一

次会议上，会议同意了年度商业可持续性计划证言、批准了交易市场风险框架、同意了市场风险政策等；在2010年
11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会议审阅了信贷风险报告、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报告等、批准了资产风险管理相关政策

年度审核以及本地化声誉风险管理政策等。会议记录由风险管理部以书面形式记录，经出席会议的委员签署，会议记

录完整、真实。

(三) 监事及其工作情况

本行设监事一名，由股东委派，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为黄守廉先生，监事的委任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注：2010年12月8日，股东任命陈永明先生替代黄守廉先生担任本行监事职务。）

监事的职权主要包括：

 - 检查银行财务；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并纠正；

 - 防止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银行、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 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等。

报告期内，黄守廉先生积极履行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实施监督的职责。受邀列席了2010年2月、4月和7月召开的第

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以及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对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各项提案，未提出异议；
黄先生通过审阅本行上报的各类工作报告、内审报告、听取管理层的工作汇报等方式，对本行的财务活动和经营状况

进行监督检查；黄先生通过审阅对关联交易控制的内审报告、审核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有关的关联交易报告，以及

所有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等监督本行的关联交易情况；此外监事还组织开展了2010年度董事会问卷评估，对董事

会履职评估的结果进行了汇总与分析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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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聘请了一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同时兼任董事会辖下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董事会

风险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根据银监会进一步加强外资银行公司治理，逐步聘用本土的独立董事的监管要求，经股东批准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核准，自2010年8月17日起，原独立董事郑文娟女士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职务，陈雪峰先生正

式接替郑女士担任本行独立董事职务。郑文娟女士和陈雪峰先生具有相当丰富的金融及经济从业经验，勤勉履职，对

本行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起到了重要的监督、管理作用。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以下各项职能：

(1) 参加董事会会议，积极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郑文娟女士认真参加了2010年2月、4月和7月召开的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陈雪峰先生认

真参加了2010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两位独立董事认真审阅各项议案并积极发表意见。

(2) 召集主持委员会会议

姓名 召集主持会议次数

审计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

郑文娟 3次 1次 1次

陈雪峰 1次 1次 1次

郑女士和陈先生在2010年的任期内召集并主持了各次专业委员会会议，以审慎的态度审议各项议题并发表意见，在

财务运作、关联交易、重大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等事宜方面提出了独立、公正、有益的建议，为专业委员

会切实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了解本行经营管理情况

独立董事经常通过会谈、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与高级管理人员接触，听取管理层的汇报，以了解内控、财务系统的

运作、风险控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等情况；独立董事还就个人业务的主题，向董事会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开展

专题讲座，分享经营管理的经验。

(4) 保持与外部审计有效沟通

独立董事多次与外部审计师代表进行单独会议，以保持有效沟通，听取外部审计师关于年度审计的安排，了解外部审

计师就本行业绩、财务状况和内控管理等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5) 加强关联交易控制

独立董事审阅本行关联交易控制手册及流程，听取本行关联交易年度专题报告，以及内审部门汇报的关于关联交易的

审计结果和审计发现；及时审阅本行月度关联交易报告，以及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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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组织结构

(六) 高级管理层人员构成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年底，总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姓名 性别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梁炜宁 女

副行长兼企业银行部负责人 任智水 男

首席营运官 郑加华 男

首席技术官 吴惠涟 女

首席财务官 凤岚 女

合规负责人 孙晔琳 女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黄美莲 女

风险管理部负责人 黄耀强 男

（注：*根据银监会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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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能力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控能力表现在：董事会在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支持下，定期审阅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运作情况，包

括对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和运营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和充分性进行审阅；对管理层有

关识别、评估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政策进行审阅，并以其为参照评估管理层有关风险管理的绩效；审阅风险管理的职责

范围、有效性和公正性；确保风险管理部门配备足够数量有经验的员工独立履行其职责，并且建立适当的汇报机制；
审阅并监督信贷、市场、流动性、法律合规以及运营风险敞口。

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通过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银行内部风险的综合管理，同时协

助董事长进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其监控能力包括：监督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科技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审

核主要风险管理政策，并根据需要获得董事长的核准与董事会的同意；确保风险管理符合企业战略和规划；向董事会

风险委员会提出并阐明各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的任何风险管理重大问题和措施，以寻求解决方案；审议和核准对偏离

风险管理政策与标准和偏离事故的豁免，确定风险承受决策。

(八) 员工薪酬

本行薪酬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激励、回馈和保留优秀的员工。员工的整体薪酬包括基本工资、浮动绩效奖金、津

贴、递延股票，符合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和福利。在决定薪酬组成的时候考虑到了职位的性质和市场实际

情况。为了确保薪酬的竞争力，本行会根据对金融行业内认定的相关小组的调研结果来定期评估员工基本工资的范围

和整体福利情况。

本行采用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员工的收入与个人、团队和公司的绩效挂钩。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金融机构正在

采取减少激励奖金的薪酬制度以鼓励承担更多风险。

高级管理人员整体薪酬中的一部分将以股票、期权或两者整合在一起的形式递延支付。这种操作方式是为了适当的将

高级管理人员的长期利益与银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本行将视市场的发展来不断的检阅自身的薪酬执行情况。

(九) 内部控制和全面审计情况

本行自成立以来，依据政策法规要求，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内控制度。本行设立了独立的内部审计监督机

构——内部审计部。内部审计部制定了以风险为本，系统和严格的审计方法，对风险管理和控制过程及治理结构的有

效性进行评价，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评估，帮助本行实现战略目标。

经本行审计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查，未发现本行内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重大缺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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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图

        

 

 

 

 

 

  

 

  

 

 

 

关于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变化的说明

 - 本行经董事会批准成立了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并于2010年开展工作。

 - 原隶属于公司信贷风险管理部的公司信贷管理部已于2010年1月划归营运部管理。此举意在整合现有资源，优化业

务操作流程，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实现为业务部门提供更全面、顺畅的服务。

(二) 风险管理

1. 信用风险日常管理职责划分

信用风险日常的管理主要由风险管理部下设的公司信贷风险管理部、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部以及营运部下设的公司

信贷管理部负责管理。

(1) 中国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对信贷风险管理的所有方面负责，实施信贷风险管理理念和框

架，包括：信贷风险组织，信贷风险的辨识与管理，信贷风险的监督与控制，信贷风险业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定信贷

风险政策。与业务部门共同监督信贷资产组合的质量，监督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执行的有效性。

(2) 公司信贷风险管理部：负责与业务部门共同制定目标市场和风险接受标准；为业务部门的目标/目标设定程序提供

信贷风险管理参考以确保与本行信贷策略的统一性。与客户关系经理合作来管理贷款组合的构成和质量。确保新交易

和信贷续约符合本行的风险接受标准、风险政策流程以及监管要求，以及建议信贷政策的变更。

(3) 个人信贷风险管理部：负责个人消费信贷审批，确保贷款审批的及时性，并符合银行信贷制度、规章及授权权限

控制；确保信贷审核及操作流程符合国家各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对预售楼盘项目进行风险评估。

(4) 公司信贷管理部：出具或复核贷款合同信贷融资函，在贷款发放前审查核对银行要求公司提供的签署文件及其它

文件，对经本行信贷审批批准的公司客户，已签署各贷款文件并递交相关资料，经审核无误的，在提款或展期前予以

授信额度及担保审核，管理存放银行担保品及相关正本文件，按监管机构和新加坡母行要求准备并提交与贷款额度有

关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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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业务

本行制定了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此信贷管理制度涵盖信贷审批、信贷日常监控、非正常信贷的管理、贷款损失准备

计提政策以及贷款核销和重组制度等方面。本行的信贷业务部门主要负责新客户的开发、新产品的营销、在授权范围

内组织审批以及客户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中，企业银行部负责企业的信贷业务，消费金融部负责个人信贷业务。

本行依照信贷政策及信贷程序审批对客户发放贷款。本行以联名审批作为授信业务审批的一项基本原则。所有授信业

务必须经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批准。

本行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07]54号)衡量及管理信贷资产质量。根据通知

要求将贷款按风险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及损失五级（以下简称“五级分类等级”）。除以

五级分类方法界定贷款账户情况外，本行还采用信贷质量等级制度。基本上是以客户的还款情况、经营及财务状况、
内部管理、市场地位等为质量等级评估标准，根据本行的信贷质量评级政策进行评级。

本行债务人信贷质量等级评级系统与五级分类的关系如下：

五级分类 债务人评级

正常类 1 – 12

关注类 11 – 13

次级类及更差级别 14

*当债务人内部评级与五级分类不符时，应该按上述矩阵重新评估，以免模糊债务人的信用质量。

2010年末本行贷款质量较高，不良贷款年末余额仅为人民币587万元，比年初余额减少人民币386万元。其中：次级

类年末余额人民币587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人民币98万元，可疑类年末余额人民币0万元，比年初余额减少人民币

484万元，损失类年末余额为0，年初余额也为0。

3. 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

本行2010年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围绕以风险为本，面对通胀、全球经济波动，行业结构调整及汇率较大波动等不利因

素的挑战。积极应对政策调整，不断完善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优化控制流程，信贷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得到提

高。

(1) 在信贷投放上，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政策调整及货币政策调整，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控”的原

则；继续严格授信标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节奏，根据本行确定的目标市场和可接受风险标准着力调整和优化信贷结

构，注重防范行业信贷风险，确保了信贷资产质量保持了较高水平。

(2) 深入贯彻执行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贷款新政：

 - 本行高级管理层高度重视贷款新政的贯彻落实情况，与之相关修订后的信贷政策得到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风

险委员会批准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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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行贷款全流程管理中，贷款新政有关要求得到全面落实；贷款前、中、后台的各个部门的操作流程、合同文

本等都作了相应调整；开展了贷款新政方面的培训，所有相关部门及岗位的员工充分理解并严格执行贷款新政要

求；

 - 通过贯彻落实贷款新政，本行贷款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在防范信贷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取

得积极成就。

(3) 严格控制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确保其风险可控、操作合规。在客户准入方面，注重对公司自身现金流的分析

和评估，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客户不予支持；在资金用途监管方面，根据“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通过受托支付等方

式有效监控资金用途，保证贷款合规使用；在授后管理方面，贯彻监管要求，做好存量贷款的分类填报工作，保持与

平台贷款评审银行的沟通协商，实现对客户的动态风险管理。

(4) 信贷风险管理团队建设成果显著。信贷风险管理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并在部分分行层面增设了信贷审批官，以进

一步提高审批时效和对信贷风险的及时管控。

(5) 继续加强贷款信贷评级和贷款五级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了评级体系，细化了贷款分类标准。坚持每季度由业务

部和信用风险部共同对所有公司客户贷款进行一次审查，并就分类作出及时调整。

(6) 积极开展房地产压力测试评估工作。本行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调控政策，同时根据监管部门给

定的压力情景并结合本行业务实际，重点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按季度进行了压力测试，测试结果比较满

意。

(7)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信贷投放趋紧的背景下，本行积极配合国家各项调控政策，严格把关授信。

4. 信用风险集中度管理

信用集中风险主要源于授信对象过分集中于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行业、客户。

(1) 国家风险：本行在信贷审批以及信贷年度审核过程中综合考虑信贷客户所在国、地区和客户母公司所在国的风险

级别，并通过系统进行监控。

(2) 行业风险：根据本行的信贷政策要求，本行在审批新贷款前，会对客户所在行业进行分析。针对行业风险，本行

在深入进行行业分析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市场，并根据目标市场分析，制定相关风险控制标准。本行只对满足以上标准

的信贷申请提供授信方案。对主要行业授信实行集中限额管理，并由风险管理委员会按季度对限额进行审查。

(3) 客户风险：本行严格遵守所有监管限额管理要求，限定对单一借款人或集团借款人的最高授信额度。在提出贷款

申请时，需详列本行对单一客户及其所属集团提供的授信额度，由信贷审批人员综合考虑进行审批，以控制风险集中

情况。

5. 贷款重组

重组贷款是指在银行和借贷者互相同意下对原有的合约条款进行修改。如果贷款的重组是由于借贷者面对严重财务问

题，并且在不重组的情况下有关帐目将必须降级至不良贷款的状态，则该重组贷款将被分类为不良贷款。重组贷款一

旦被分类为不良贷款之后，只有在依重组条款持续履行一段合理时期(一般为六个月)后，才会被升级。本行2010年未

发生贷款重组业务。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2010年度报告18

风险管理

(三) 流动性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管理是本行资产及负债管理框架的一部分。流动性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及压力条件下有重组

的融资来源以满足财务和法规的要求，同时维持本行在适当条件下开拓新业务的能力。

本行已制定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方针和程序，应用于各类商业银行业务所引发的流动性融资风险，设定了正

常经营情况下和流动性压力情景下流动性管理的结构、职责及控制。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定期对以上政策、方针等进

行审核修订，以确保其内容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在流动资金头寸的监管与管理方面，2010年本行加强了日常流动性风险管理，实现了最大累积现金流（MCO）管理

的日常化，更准确、有效地监控本行各主要产品、主要币种上的现金流情况。该报表主要通过以合同模式和行为模

式为基础，对表内外主要货币进行现金流不匹配分析的方式进行日常流动性管理。同时，每月进行流动性风险压力测

试，进行不利市场情景的形态模拟，以预测和监管本行在压力市场环境下的流动性运作能力和流动性风险承受能力。
此外，本行也采用多项结构式流动性指标，例如：流动资金与存款集中比例、流动比率、存贷比等，在符合当局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当前金融市场的变化，持续优化的资金供应及资产组合。

本行还制定了流动性应急计划，以确保本行在流动性紧急情况下经营的可持续性，并每年对该计划进行审核修订，以

符合市场条件和法规要求的变更。

(四)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因素（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等）的波动而使本行表内和表外资产发生损失的风

险。

2010年，本行参考中国银行管理机构的要求，继续对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进行优化和完善，进一步细化了市场

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流程、风险测量、限额制定、信息报告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根据不同账户的特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市场风险管理措施，并准确计量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本行将表内外资产

负债划分为交易账户或银行账户。交易账户主要包括因交易目的或者是为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风险而持有的可自由

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交易帐户中的市场风险取决于交易的工具，包括利率、外汇、信贷息差或商品价格等。
银行账户包括除交易账户外的金融工具。银行帐户中固有的风险是由贷款、存款和其他金融工具重新定价和现金流特

点所引起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1. 交易账户市场风险管理

本行为交易账户设定市场风险限额，并每日监控本行交易产品的市值。交易账户市场风险限额管理指标主要有敞口限

额、管理层预警和止损限额、敏感性限额等。当市场风险指标触发限额时，需要根据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及时

准确地上报相关管理层以便做出相应的对策。

同时，本行通过风险价值(VaR)法来监测交易活动的市场风险。本行采用历史数据模拟方式，在99%的置信水平上，
持有期间为一日，计算交易账户每日的风险价值。为了确保风险价值模型的完整性，本行也定期进行回溯测试，将实

际的每日交易的损益与模型的风险价值进行比较，以检测假设的合理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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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为了辅助风险价值，本行每月进行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历史模拟测试和敏感度测试)，以便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

所导致的潜在损失进行更好的量化和评估，确定这种潜在损失是否处在银行风险忍耐限度和资本水平之内，从而作出

准确的决策与改进。

2. 银行账户市场风险管理

本行银行账户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是利率风险。利率风险主要源于银行账户资产及负债的到期日或重新定价期限不相

匹配。

针对市场利率波动情况，本行通过监测管理利率敏感度的方法，主要运用基点变化的价值概念（一个基点现值

PV01）对利率风险予以积极管理。一个基点现值计算改变一个利率基本点(0.01%)所引起的工具或投资价值变动程

度，它体现了银行帐户中的利率风险敞口。本行通过对不同期限内利率敏感度的及时监测和有效调节来管理利率风险

敞口，降低利率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 操作风险管理

1. 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内部流程、人员、系统和管理的不充分或失败，或外部事件的影响而造成的损失风险。操作风险包含

了法律和声誉风险。

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的宗旨在于缓解不可预期或灾难性的损失，并且进一步地管理可预期的损失。这促使能在有风险

意识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寻找新的业务机会与商机。

风险管理部门下设的操作风险管理部建立了完整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包括政策与方案，来确保银行的操作风险保持

在最低的水平。不仅如此，操作风险管理部也加强了独立的操作风险监督和控制的监察。操作风险管理方案是通过业

务部门中指定的操作风险管理协调人或业务经理积极地实施。

2. 操作风险管理的方式

本行管理操作风险的架构是通过结构化和保持一致的做法去辨认、管理、监督、缓解和报告而进行。为了能够清楚地

拟定与分割员工角色和责任的内部控制系统，并且保护他们在履行控制职责时不用担心被外来或内部的威胁恐吓，架

构的基础更是强调本行的控制文化。

本行意识到通过将风险管理根植在本行核心流程中，以建立在管理操作风险时的风险意识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本行

将持续地提供培训以加强各部门和分行的操作风险意识与防范能力，并且建立完善的规程控制去管理操作风险。每个

业务部门也会执行定期的风险和控制环境的自我评估，以辨识、评估和计量包含合规和法律风险的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管理部通过了解各个营运阶层在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配合相关部门在风险可能变成实质损失前采取必要的

应对方案。操作风险的实施、管控、损失和事件会定期地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这类有关风险背景的资讯也将

会在董事与高层报告中有所提供。

为了确保新产品的适当风险控制，本行所推出的新产品或服务必须通过新产品审批委员会或者委任的项目专家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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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核。

操作风险管理部下设的欺诈风险管理职能在于帮助防范和侦测欺诈或不当行为，并且迅速协调事件来应对，包括找出

根源、补救措施和损害控制规程。

为缓解无法预知的操作风险事件对本行的影响，本行具备了商业可持续性管理和危机管理方案，以确保所需要的关键

业务资源可以无间断，使重要的业务活动可以持续进行。本行也有保险计划，主要用于缓解灾难性事件的风险。

对于合规和法律风险，高级管理层每年向首席执行官提供关于监管合规情况的年度合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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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内，本行股东未发生任何变动情况，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仍为本行唯一股东。

(二) 报告期内，本行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

(三)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监管机关重大处罚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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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0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附注 2010年 2009年

(已重述)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 3,518,416,286 873,955,953

存放同业款项 7 2,200,707,459 196,170,129

拆出资金 8 8,399,855,604 6,427,865,108

衍生金融资产 9 383,558,775 63,291,672

应收利息 129,384,754 58,767,270

发放贷款和垫款 10 18,875,748,926 9,449,829,5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 395,426,692 387,418,189

固定资产 12 56,622,316 49,126,8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 10,855,153 35,228,023

其他资产 14 59,987,569 37,308,204

资产合计 34,030,563,534 17,578,960,968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5 2,047,848,552 317,807,437

拆入资金 16 11,726,201,035 7,556,767,889

衍生金融负债 9 351,142,009 76,227,322

吸收存款 17 15,998,173,813 5,879,765,429

应付职工薪酬 18 35,894,239 24,649,504

应交税费 19 29,246,985 22,944,561

应付利息 115,313,078 34,971,505

其他负债 20 85,569,185 90,039,500

负债合计 30,389,388,896 14,003,173,14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1 3,500,000,000 3,500,000,000

资本公积 22 325,647 (9,941,377)

盈余公积 23 14,084,898 8,572,919

一般风险准备 24 126,764,093 77,156,279

未分配利润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41,174,638 3,575,787,8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030,563,534 17,578,960,968



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2010年度报告 25

利润表
2010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10年 2009年

一、营业收入 477,142,446 352,059,031

利息净收入 26 465,262,674 354,656,486

利息收入 774,825,279 521,839,930

利息支出 (309,562,605) (167,183,44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7 48,744,724 13,862,237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5,101,671 15,201,61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6,356,947) (1,339,376)

投资收益 28 9,271,455 22,270,64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9 26,600,232 (26,862,952)

汇兑损失 (74,629,862) (13,735,260)

其他业务收入 1,893,223 1,867,876

二、营业支出 (383,581,176) (358,983,88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977,869) (20,478,021)

业务及管理费 30 (376,374,908) (285,036,576)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计提) 31 27,771,601 (53,469,287)

三、营业利润/(亏损) 93,561,270 (6,924,853)

加：营业外收入 32 4,796,041 15,633,448

减：营业外支出 (11,899) (399,362)

四、利润总额 98,345,412 8,309,233

减：所得税费用 33 (43,225,619) (2,476,094)

五、净利润 55,119,793 5,833,139

六、其他综合收益 34 8,745,359 (1,311,954)

七、综合收益总额 63,865,152 4,52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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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0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

权益合计

2009年12月31日余额 3,500,000,000 (12,832,111) 8,572,919 77,156,279 - 3,572,897,087

加：会计政策变更 4 - 2,890,734 - - - 2,890,734

2010年1月1日余额(已重述) 3,500,000,000 (9,941,377) 8,572,919 77,156,279 - 3,575,787,821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55,119,793 55,119,793

(二)其他综合收益 34 - 8,745,359 - - - 8,745,359

上述(一)和(二)小计 - 8,745,359 - - 55,119,793 63,865,152

(三)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 1,521,665 - - - 1,521,665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5 - - 5,511,979 - (5,511,979) -

2.提取一般准备 25 - - - 49,607,814 (49,607,814) -

2010年12月31日余额 3,500,000,000 325,647 14,084,898 126,764,093 - 3,641,174,638

附注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

权益合计

2008年12月31日余额 3,500,000,000 (11,520,157) 7,989,606 71,906,453 - 3,568,375,902

加：会计政策变更 4 - 720,565 - - - 720,565

2009年1月1日余额(已重述) 3,500,000,000 (10,799,592) 7,989,606 71,906,453 - 3,569,096,46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5,833,139 5,833,139

(二) 其他综合收益 34 - (1,311,954) - - - (1,311,954)

上述(一)和(二)小计 - (1,311,954) - - 5,833,139 4,521,185

(三)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 2,170,169 - - - 2,170,169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5 - - 583,313 - (583,313) -

2.提取一般准备 25 - - - 5,249,826 (5,249,826) -

2009年12月31日余额(已重述) 3,500,000,000 (9,941,377) 8,572,919 77,156,279 - 3,575,78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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