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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七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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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经通讯表决审议通过。 

本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长董文标、行长王浵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崎、吴透红、会计机构负责

人王建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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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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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509,627 700,446,715              -1.1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20,395,252 19,309,910 5.62 
每股净资产（元） 2.01 1.90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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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11,930            -66.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6            -18.67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净利润 1,105,264 1,105,264             46.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11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1 0.11 10.00 
净资产收益率（%） 5.42 5.42 提高 0.7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5.41 5.41 提高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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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 
其中：罚款收入 61 

其他收入 3,097 
营业外支出 -561 
其中：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 - 

其他支出 -561 
营业外收支净额 2,597 
加：以前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转回 - 
减：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数 857 
合计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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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本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司总股

本为 10,167,208,933 股，故按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11 元。 

2、根据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的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本

公司对报告期间的比较数字及财务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重新进行列报。 

（二）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07 年 3 月 31 日 2006 年 3 月 31 日

总负债 672,114,375 551,518,151
存款总额 581,201,356 493,339,932
其中：长期存款 120,453,474 83,740,933
同业拆入 700,000 575,966
贷款总额 474,369,199 397,631,704
其中：短期贷款 220,506,431 168,125,646
      进出口押汇 3,898,699 2,051,502
      贴现 34,773,904 56,936,857
      中长期贷款 209,616,955 164,862,206
      逾期贷款 5,573,210 5,655,493

注：1、报告期末，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余额为 57.39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1.21%。

贷款呆账准备金余额 70.80 亿元；上年同期，贷款呆账准备金余额 54.41 亿元。 

2、根据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的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本

公司对报告期间的比较数字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重新进行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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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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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84,400,000 A 股 
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9,100,000 A 股 
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9,000,000 A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 沪                          
130,752,295 A 股 

河南开祥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7,681,740 A 股 
鞍山市腾鳌特区辽河饲料有限公司                  110,196,450 A 股 
国际金融公司                                                     94,153,718 A 股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85,000,000 A 股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82,898,567 A 股 
融基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70,835,310 A 股 

（2）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总数 

债券持有人总数（户） 89 

注：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收盘，已有 3,999,065,000 元本公司发行的“民生转债”(100016)转成

本公司发行的股票“民生银行”(600016)，本季度转股数为 96,823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1,358,382,968 

股（含送增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3.36%；尚有 935,000 元的“民生转债”未转股，占民生转债

发行总量的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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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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千元) 

 报告期末 
与报告期末相

比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4,216,654 -40.39 存放央行款项减少 

其他资产 2,005,106 60.67 其他应收款增加 

总资产 692,509,627 -1.13 存放央行款项和拆出资金减少 

拆入资金 700,000 -42.18 拆入资金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293,566 -57.4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减少 

其他负债 5,028,786 67.14 其他应付款增加 

 

本报告期 

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利息净收入 4,546,372 39.43
贷款规模增长、利率上调所致利息

收入增加 

利息收入 8,894,816 38.13
贷款规模增长、利率上调所致利息

收入增加 

利息支出 4,348,444 36.79 利率上调所致利息支出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24,602 161.2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75,113 140.6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0,511 59.56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1,202 -88.26 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8,777 65.8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 
汇兑收益 78,104 76.45 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3,987 149.50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7,686 48.01 计税营业收入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2,264,293 51.83 人员及业务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652,019 45.04 贷款业务增加 

其他业务支出 12,986 -46.91 其他业务支出减少 

营业外收入 3,158 126.38 营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561 -38.62 营业外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1,591,103 34.37 营业收入增长 
净利润 1,105,264 46.63 营业收入增长及所得税费用减少

注 

注：本公司 2006 年度计税工资税前扣除事项已获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见 2006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报表附注六、28），本年度将继续执行该项政策，对本报告期净利润增长

的影响约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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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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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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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董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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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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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

特别规定（2007 修订）相关规定和要求，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出具意见如下： 

1、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有关规定规范运

作，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3、我们保证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所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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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高管人员签名： 

 

董文标＿＿＿＿＿＿＿＿ 张宏伟＿＿＿＿＿＿＿＿ 卢志强＿＿＿＿＿＿＿＿ 

 

史玉柱＿＿＿＿＿＿＿＿ 王  航＿＿＿＿＿＿＿＿ 黄  晞＿＿＿＿＿＿＿＿ 

 

苏庆赞＿＿＿＿＿＿＿＿ 王玉贵＿＿＿＿＿＿＿＿ 陈  建＿＿＿＿＿＿＿＿ 

 

邢继军＿＿＿＿＿＿＿＿ 王联章＿＿＿＿＿＿＿＿ 张  克＿＿＿＿＿＿＿＿ 

 

高尚全＿＿＿＿＿＿＿＿ 梁金泉＿＿＿＿＿＿＿＿ 王松奇＿＿＿＿＿＿＿＿ 

 

吴志攀＿＿＿＿＿＿＿＿ 王浵世＿＿＿＿＿＿＿＿ 洪  崎＿＿＿＿＿＿＿＿ 

 

梁玉堂＿＿＿＿＿＿＿＿ 邵  平＿＿＿＿＿＿＿＿ 毛晓峰＿＿＿＿＿＿＿＿ 

 

吴透红＿＿＿＿＿＿＿＿ 赵品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