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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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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

或存在异议。 

本行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及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均为本行

及本行所属子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 

本行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行董事长刘仲生先生、行长刘宗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承刚先生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袁文波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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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情况 

一、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 年 7-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9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85,203 13.59% 6,579,794 22.99% 

利润总额 1,068,136 9.85% 2,676,760 2.75% 

净利润 947,799 20.83% 2,370,766 15.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526 20.69% 2,357,490 15.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7,171 19.65% 2,332,247 15.58%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026) 不适用 (5,751,042) 26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6.25% 0.44 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6.25% 0.44 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6.16% 下降 0.04 个百分点 13.99% 下降 0.7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5.92% 下降 0.17 个百分点 13.84% 下降 0.76 个百分点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 328,615,586 294,141,165 11.72%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72,436,957 136,973,948  25.89% 

贷款减值准备  (7,635,733) (6,217,929) 22.80% 

负债总额 303,972,382 272,798,404 11.43% 

吸收存款 210,819,906 192,610,288  9.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05,949 20,513,629 16.05% 

注：1.营业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和资产处置收益。  

2.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收益 17,884  

政府补助 25,3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865)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9,393 

减：以上各项对所得税的影响 (10,433) 

合计 2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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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9 月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5,243 

影响少数股东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 3,717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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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修订）规

定计算。 

（三）补充财务及监管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 指标标准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充足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0.48% 10.60% 10.5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48% 10.61% 10.51% 

资本充足率 ≥10.5% 12.28% 12.55% 12.5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比例 ≥25% 66.10% 59.65% 50.90%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43% 1.57% 1.86%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8.19% 6.79% 7.51%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12.80% 10.32% 7.51%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54.78% 53.00% 50.31% 

拨备情况 拨备覆盖率 ≥150% 309.45% 290.05% 272.16% 

指标类别 指标 指标标准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45% 25.53% 32.23% 35.69%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 1.02% 0.90% 0.93% 

净利差（年化） - 2.72% 2.29% 2.40% 

净利息收益率（年化） - 2.57% 2.49% 2.60% 

 

注：1.流动性比例为本行报监管部门的数据 

2.资本充足指标根据原中国银监会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计算 

3.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期末余额÷流动性负债期末余额×100% 

4.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期末余额×100%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对单一最大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资本净额×100%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对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资本净额×100% 

5.拨备覆盖率=期末贷款（含贴现）减值准备余额÷期末不良贷款余额×100% 

6.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100% 

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及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100% 

净利差=总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总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率 

净利息收益率=利息净收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 

 

（四）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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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一级资本净额 23,978,137 22,989,113 23,050,090 20,687,014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348,735,769  338,601,164 321,250,984 313,954,548 

杠杆率 6.88% 6.79% 7.18% 6.59%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计算。 

（五）流动性覆盖率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本行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382.63 亿元，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

量 300.04 亿元，流动性覆盖率 127.53%，符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不低于 100%的要求。 

（六）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类 160,338,547 92.99% 125,037,159 91.28% 

关注类 9,629,675 5.58% 9,793,079 7.15% 

次级类 835,311 0.48% 642,866 0.47% 

可疑类 1,479,787 0.86%  1,245,321 0.91% 

损失类 153,637 0.09%   255,523 0.19%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72,436,957 100.00% 136,973,948 100.00% 

不良贷款及不良贷款率 2,468,735 1.43% 2,143,710 1.57%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15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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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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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国际机

场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00% 500,000,000 500,000,000 - - 

青岛国信发

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00% 500,000,000 500,000,000 - - 

日照钢铁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40% 300,000,000 300,000,000 - - 

青岛即发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6% 270,000,000 270,000,000 - - 

城发投资集 国有法人 4.50% 250,000,000 25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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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巴龙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5% 225,000,000 225,000,000 质押 222,520,000 

巴龙国际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5% 175,000,000 175,000,000 质押 172,990,000 

青岛全球财

富中心开发

建设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70% 150,000,000 150,000,000 质押 75,000,000 

青岛国际商

务中心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8% 110,000,000 110,000,000 - - 

青岛天一仁

和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5% 97,000,000 97,000,000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徐兴良 2,952,062 人民币普通股 2,952,062 

魏巍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段静波 2,396,225 人民币普通股 2,396,225 

林汉忠 1,792,557 人民币普通股 1,792,557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7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1,800 

柯旭斌 1,3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900 

陈正忠 1,020,461 人民币普通股 1,020,461 

吴碧海 9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972,600 

黄芳 9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971,800 

陈赛明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报告期末，上述两家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7.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徐兴良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行股票2,952,062股；魏巍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行股票2,400,000股；段静波

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行

股票2,396,225股；柯旭斌通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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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1,392,900股；吴碧海通过申万宏源

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行股票

972,600股；黄芳通过中国银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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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628,900股；陈赛明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行股票950,000股。 

三、业务发展情况 

2019 年三季度，本行围绕全年工作部署和阶段工作重点，深入实施转型创新“十大

工程”，大力推进改革发展“二次创业”，同时按照“抓内控、强内功、补短板”的工作

主线，狠抓内控建设和合规管理，各项业务持续保持高速高效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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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发展走向深入。按照“党建引领示范、标杆普惠银行塑造、行业交易银

行打造、平台开放银行创新、特色金融建设、内控合规强化、资产质量优化、信贷结构

调整、优质服务提升、人文农商深化”十大工程建设规划，通过公开答辩等方式，碰撞

思想、凝聚共识，明确了“二次创业”的具体实施路径，业务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二）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丰富业务发展工具，取得信用

风险缓释工具核心交易商等资质，上线“汇青客”微信营销系统。主动顺应金融消费行

为变化趋势，研发“跨境 e 家”外汇服务平台，优化“鑫动 e 商”商户服务平台，推出

“城市攻略”社区服务平台，开办“幸福感恩存单”等创新业务、“周期净值型”等理

财产品，发展动能持续集聚。 

（三）社会贡献不断加大。在全省金融机构中率先推出“山东自贸区综合金融服务

二十条”，开业首家专营支行，并依托烟台分行和章丘支行形成“立足青岛、服务济烟、

面向全省”的自贸区金融服务体系。积极融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建设，围绕青岛“15 个攻势”，持续加大实体经济投放力度，支农、支小、支民营等工

作成效显著。 

（四）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深化运营管理“三大集中”改革，全面推广智慧厅堂建

设，建立柜面业务“一次、一窗、限时、亲情”办理规范，推出免填单单位结算卡、微

信智能预约开户、企业网银对账等便利化服务产品，推广“柜外清”信息交互和无纸化

业务处理模式，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推进标准化投诉处理体系建设工作，

“有温度、加速度”服务模式框架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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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17 年，财政部先后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五项企业会计准则，此外，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与新收入准则的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要求

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行在编制本财务报表时已执行上述新

金融工具准则。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表所列：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投资净收益 1,262,142 323,456 290.21%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金融资

产分类和计量规定，分类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增加，相应投资收益

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

失）/收益 
(93,971) 47,803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交易性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净收益 46,137 16,169 185.34% 
汇率变动及结售汇业务收入增加

导致 

资产处置收益 17,884 5,507 224.75%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997,596) 不适用 不适用 
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54,362) (1,121,033) (86.23%) 

其他业务支出 (615) (248) 147.98% 正常支出变化，金额较小 

营业支出合计 (3,899,169) (2,739,249) 42.34% 信用减值损失等增加 

营业外收入 2,050 4,277 (52.07%) 
清理久悬账户收入相比同期有所

减少 

营业外支出 (5,915) (10,061) (41.21%) 抵债资产处置损失相比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305,994) (558,760) (45.24%) 递延所得税费用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3,235 604,205 (99.46%)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减少，公

允价值变动下降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与上年末相比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

机构款项 
5,948,696 9,411,288 (36.79%) 部分定期业务到期导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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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出资金 6,037,582 4,040,374 49.43% 正常变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不适用 8,353,039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取消项目 

衍生金融资产 22,718 15,207 49.39% 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94,367 3,518,031 (66.0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减少 

应收利息 - 1,613,143  不适用 

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

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

要求，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

融工具的利息，反映在相应金融

工具中，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

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取

的利息，列示在其他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47,032,297 不适用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新增项目 

债权投资 52,848,043 不适用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新增项目 

其他债权投资 19,302,547 不适用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新增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200 不适用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新增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44,288,354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取消项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34,271,902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取消项目 

应收款项类投资 不适用 25,111,724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取消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25,567  997,729  52.90%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3,979,308  2,987,300  33.21% 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 
2,136,351  905,551  135.92% 同业存放款项增加 

拆入资金 7,707,608  2,984,169  158.28% 拆入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3,024  26,888  (51.56%) 衍生金融负债下降 

应付利息 - 2,734,222  不适用 

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

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

要求，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

融工具的利息，反映在相应金融

工具中，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

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

的利息，列示在其他负债 

预计负债 262,158  - 不适用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针对表

外信贷承诺等项目计提的减值准

备 

资本公积 3,817,959  2,221,443  71.87% 发行新股股本溢价 

其他综合收益 513,439  1,212,428  (57.65%)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减少，公

允价值变动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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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

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单位：千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积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

提)/转回的

减值 

期末余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647,908 (100,132) - - 45,373,697 

衍生金融资产 15,207 (7,703) - - 22,718 

其他债权投资 11,493,250 - (34,894) (17,945) 19,302,54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发放贷款

和垫款 

6,146,819 - 10,599 2,381 6,307,461 

金融资产小计 58,303,184 (107,835) (24,295) (15,564) 71,006,423 

衍生金融负债 (26,888) 13,865 - - (13,024)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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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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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正常业务范围之外的委托理财事项。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无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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