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6-020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 本行于 2016年 10月 26日召开了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三、本行董事长孙伟、行长任素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常惠娟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四、 本行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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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3,253,301 90,478,408 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91,174 7,234,315 18.76% 

项目 2016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6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3,618 4.74% 1,847,221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486 -14.47% 510,234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737 -13.44% 499,475 -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6,109,724 18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2 -13.31% 0.3227 -7.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2 -13.31% 0.3227 -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1.88% -22.95% 6.75% -19.26% 

单位：人民币千元 

注： 1、客户贷款及垫款数据根据中国银监会管口径计算； 

2、存款已纳入其他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存款总额 73,121,918 67,653,212 

其中： 对公活期存款 19,237,276 17,342,293 

       对公定期存款 18,753,032 13,071,479 

       活期储蓄存款 7,522,376 7,032,195 

       定期储蓄存款 27,479,799 26,186,588 

       其他存款 129,434 4,020,658 

 贷款总额 51,348,240 49,856,568 

其中：公司贷款和垫款（不含贴现） 37,207,735 36,587,477 

      贴现 9,492,951 8,806,430 

      个人贷款和垫款 4,647,554 4,462,661 

贷款损失准备 2,148,906 1,83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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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4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7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89 

合计 10,759 

对本行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行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补充财务指标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6年 

9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2013年 

12月31日 

资本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5 14.18 13.99 13.92 13.1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3.01 12.87 12.85 11.9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2.99 12.87 12.85 11.98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70.17 85.98 52.8 39.63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2.42 2.17  1.91  1.19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70.06 73.51 76.37 75.23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10 4.18 4.30 4.18 4.75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35.32 29.71 29.78 30.38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6.73 9.84 7.09 8.05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172.84 169.72 171.97 236.63 

贷款拨备比(%) 不适用 4.18 3.68 3.29 2.82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年初至期末）（%） ≤45  33.37  31.59 35.96 30.82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不适用  0.71  0.94 1.07 1.37 

净利差（年化）（%） 不适用 2.27 2.5 2.67 2.85 

净息差（年化）（%） 不适用 2.43 2.77 2.95 3.08 

注 1、上表中不良贷款比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比、按照中国银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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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利差=生息资产平均利率-付息负债平均利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3、总资产收益率率=税后利润÷平均总资产；平均总资产=（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成本收入比=业务及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100%； 

4、总资产收益率、净利差和净息差均为年初至期末数据，并经年化处理。 

4、收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5、资本充足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765,950  7,481,328  

一级资本净额 8,774,881  7,481,328  

总资本净额 9,567,543  8,131,409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67,463,824  58,131,04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9% 12.8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01% 12.87% 

资本充足率 14.18% 13.99%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第1号令）计算。 

6、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一级资本净额  8,774,881  7,647,230  7,662,263   7,500,858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10,071,566   102,221,216   100,541,667   97,092,626  

杠杆率 7.97 7.48 7.62 7.73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第1号令）计算。 

7、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利息净收入     1,639,134       1,697,275  -3.4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4,161          41,922  5.34% 

投资收益       148,262          97,251  52.45% 

其他业务收入        17,011          13,512  25.90% 

业务及管理费       616,499         553,952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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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 48,469,668 94.39%  47,403,149  95.08% 2.25% 

关注 1,635,295 3.18%  1,371,107  2.75% 19.27% 

次级 856,163 1.67%  846,054  1.70% 1.19% 

可疑 298,615 0.58%  182,242  0.37% 63.86% 

损失 88,498 0.17%  54,016  0.11% 63.84% 

合计 51,348,240 100.00%  49,856,568  100.00%  

 

8、本行业务情况分析 

2016 年，全球经济持续深度结构调整，中国进入“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形势虽然有所企稳，

但还是面临较大的考验。银行业的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巨大，本行坚持以“立足本地、立足三农、立

足小微”为要务，以普惠型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业务和普惠金融产品为方向。充分发挥网点密集度高、覆

盖面广、信息源多的优势，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三季度，在全行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本行各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一是在战略实施上取得重大突破。

9 月 2 日，江阴银行正式登陆深交所，成为全国首家 A 股上市的农商行；二是在规模经营上实现进档升级。

截止 9 月末，本行资产总额突破 1000亿元大关，跻身千亿规模俱乐部。同时,常州分行的建设正全面推进，

本行在长三角经济圈跨区发展的宏图正逐步展现；三是在支付创新上呈现互联互通。抢滩互联网金融，上

线全网收单业务，直联对接第三方支付平台，央行支付、银联支付对接运行等等，使得本行可以在国内外

各家银行之间、不同平台之间、各种货币之间，实现无缝支付、快速结算。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9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4% 76,743,750 75,743,750 质押 75,743,750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 75,743,750 75,743,750 质押 37,500,000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75,368,750 75,368,750 质押 74,868,750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75,112,960 75,112,96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 69,379,250 69,379,250 质押 69,379,250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60,902,415 60,902,415 质押 56,375,0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60,223,110 60,223,110 质押 60,111,555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58,019,503 58,019,503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56,528,737 56,528,737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45,684,355 45,684,355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尚泰 1 号证券投

资基金 
2,536,890 人民币普通股 2,536,89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尚品 2 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1,6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4,900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尚泰 2 号证券投

资基金 
1,614,770 人民币普通股 1,614,770 

钮金根 1,397,236 人民币普通股 1,397,236 

林美丽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融通资本－华泰证券－融通资本尚品 3期资产管理

计划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杜霄羽 985,909 人民币普通股 985,909 

周忠妹 9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5,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尚品 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8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钮金根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

行股份 1,036,300 股，占本行总股本 0.06%;周忠妹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行股份 935,000 股，占本行总

股本 0.05%。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本行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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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比年初增减 主要原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974,977  12,780,250  95.42% 可供出售类债券增加 

其他资产 143,666  110,378  30.16% 国际业务平盘应收款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382,476          556,586  -31.28% 支持小微企业再贷款减少 

拆入资金       100,167           24,457  309.56% 同业拆入资金增加 

其他负债        122,854          861,476  -85.74% 代收资产证券化款项减少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148,262   97,251  52.45% 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113   3,352  -521.0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596   85,583  -52.57%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其他业务成本  3,922   12,659  -69.02% 资产证券化交易费用减少 

营业外收入  20,913   10,380  101.47% 收到政府补贴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77,259 150,046 -151.4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降 

 

二、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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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行于2016年9月2日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本行获准筹建常州分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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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于 2016 年 9 月 2 日正式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6 年 09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本行获准筹建常州分行 2016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

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江苏省华贸进出口

有限公司、江阴市长达钢铁

有限公司、江阴市华发实业

有限公司、江阴市爱衣思团

绒毛纺有限公司、江阴市振

宏印染有限公司、海澜集团

有限公司、无锡市嘉亿商贸

有限公司、江阴法尔胜钢铁

制品有限公司、江阴美纶纱

业有限公司、江阴市蓝宝石

纺织有限公司、江苏双良科

技有限公司、无锡宏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江阴飞雁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江阴市久

远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江阴

一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亦不由本行回购；

其中，前五大股东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

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

公司和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公司还特别承

诺：若本行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本行股票

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所持本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

整）。 

2016年 

9月 2日 

见承

诺内

容 

正在

履行 

孙伟、任素惠、陆建生、邹

朝军、宋萍、缪淡国、赵建

华、费庆和、陈忠、唐良君、

李秋雁、陈协东、仲国良、

马惠娟、孙黎、任梅、崔丽

华、刘美英、陈勤、展晓、

张震霞、黄瑛、马琳、吴林

华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行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前述锁定期满

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且 5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持股

总数的 50%。 

孙伟、任素惠、陆建生、邹朝军、宋萍、缪

淡国、赵建华、费庆和、陈忠、唐良君、李

秋雁、陈协东、仲国良、特别承诺：若本行

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本行股票连续 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本行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遇除权除

2016年 

9月 2日 

见承

诺内

容 

正在

履行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保证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

诺。 

持股超过 5万股的内部职工

股东（具体股东情况参照招

股说明书附件）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本行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行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前述锁定期满

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且 5 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持股

总数的 50%。 

2016年 

9月 2日 

见承

诺内

容 

正在

履行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稳 定 股

价 的 承

诺 

本行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

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本行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本行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本行

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

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本行上一会计

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本行将根

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本行部分股票，

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本行的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行将依据法律、法规

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在上述条件成就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实施方案将

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本行依

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购决议

后公告。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

后，本行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

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本行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

其他方式。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本行

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本行股价措施条

件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方案。本行用于稳

定股价而回购股份的金额为上市之日起每

十二个月内不少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自本

2016年 

9月 2日 

36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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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本行新聘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本行将要求该等

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本行上市

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

本行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行

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不包含独立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稳 定 股

价 的 承

诺 

本行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制订了本行上市后三年内的稳定股价预

案：本行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

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本行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其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

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

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本行上一会计

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其将依据

法律、法规及在不影响本行上市条件的前提

下实施以下具体股价稳定措施：（1）当本行

出现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如本

行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本行

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其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其将通过二级市场以

竞价交易方式买入本行股份以稳定股价。本

行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本行股份的

计划。在本行披露其买入本行股份计划的三

个交易日后，其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本

行股份的计划。（2）其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

交易方式买入本行股份的，买入价格不高于

本行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但

如果本行披露其买入计划后 3 个交易日内

本行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本行股价措

施的条件的，其可不再实施上述买入本行股

份计划；（3）其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每十

二个月内用于稳定本行股价的金额不少于

其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

会计年度从本行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但不超过 50%。 

若本行新聘任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本行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本行上市时董事、高

2016年 

9月 2日 

36个

月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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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上述承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其 他 承

诺 

本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本行利益。  

本人将严格遵守本行的预算管理，本人的任

何职务消费行为均将在为履行本人职责之

必须的范围内发生，并严格接受本行监督管

理，避免浪费或超前消费。  

本人不会动用本行资产从事与履行本人职

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本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本行填补即期回报

的措施实现。本人将尽责促使由董事会或薪

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本行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本人将尽责促使本

行未来拟公布的本行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

(如有)与本行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本人将支持与本行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的相关议案，并愿意投赞成票

(如有投票权)。  

本承诺出具日后，如监管机构作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有其他要求

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监管机构的相关要

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如违反上述承诺，将遵守如下约束措施：（1）

在监管机构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2）如因非不

可抗力事件引起违反承诺事项，且无法提供

正当且合理的理由的，因此取得收益归发行

人所有，发行人有权要求本人于取得收益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违反承诺所得支付到

发行人指定账户；（3）本人暂不领取现金分

红和 50%薪酬，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及本

人持股的发行人股东的现金分红归属于本

人的部分和 50%薪酬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

人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 

2016年 

9月 2日 

见承

诺内

容 

正在

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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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 至 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4,934 至 81,45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1,45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佳，企业经营环境变差。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

减值 

2016 年 

9 月 30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10,968   -14,113   -     -     1,451,15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275,900   -     -77,259   -    13,916,627  

合计 11,586,868 -14,113 -77,259 - 15,367,784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行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行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本行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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