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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上的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

1.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本行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1名，杨吉贵董事和

张新泽、徐洪才、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委托赵威董事和乔志敏、霍

霭玲、谢荣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行7�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1.4本行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15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和香港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A股股票简称 光大银行 A股股票代码 601818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中国光大银行 H股股票代码 6818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允革 李嘉焱

电话 010-63636388

传真 0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1.6本行董事会建议派发2015年度普通股股息每10股人民币1.90元（税前），具体内容

详见年度报告“重要事项” 。

1.7本年度报告摘要中“公司” 、“本行” 、“本公司” 、“全行” 、“光大银行” 均指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回顾

2.1对标同业发展，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本行积极贯彻执行国家信贷政策，保持信贷业务平稳发展；发展“大资产” 业务，推动

传统信贷资源与投行、同业、资管、租赁等业务整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营销低成本存款、

稳定性存款、财政性存款、同业存款，带动负债业务稳步增长。 报告期末，本行人民币贷款、

对公、零售以及核心存款较年初增幅均位居可比同业前列，市场占比提高。

2.2深化结构调整，发展质量持续改善

积极调整资产结构，引导信贷资源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大力发展消

费金融、信用卡透支、住房按揭贷款，稳步发展普惠金融；压缩产能过剩行业授信,强化授信

集中度管理。 努力改善负债结构，稳定核心存款占比，整体负债成本有所下降。 优化收入结

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多渠道增加非利息收入。

2.3推动增收节支，经营效益显著增加

扩大生息资产规模，公司、零售、同业、金融租赁业务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利息收入增

加。发展战略性业务，资产管理、信用卡、托管、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务实现的中间业务收

入明显增长。 降低负债成本，全年一般存款和同业存款付息成本下降，利息支出减少。 从严

从紧管控费用支出，全年营业费用增长低于收入增幅。

2.4提升风控能力，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严控信用风险，加强信贷业务合规性管理，强化集团客户授信审批，建立健全资产质量

统筹管理体系；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科学控制资产投放节奏，保持流动性安全平稳；防范操

作风险，加强理财销售管理，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率控制在合

理水平，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符合监管要求。

2.5推进改革创新，经营活力不断释放

深化预算管理、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突出分行经营主体地位；深化风险条线体制机制改

革，完善信贷决策和经营责任体系；深化组织架构体系改革，调整内设机构，整合和调整部

分部门职能；深化经营管理授权体系改革，建立以层级制为基础的放射状授权体系；深化创

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制度和激励机制，激发全行创新热情。

2.6夯实管理基础，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海外机构布局加快，光银国际在香港成立，首尔分行设立申请获得韩国金融委员会批

准；全面布局互联网金融，推出直销银行-阳光银行，重点打造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微信

银行，电子银行分流率达94%；落实机构建设规划，全年新增营业网点83家；抓住有利市场

时机成功发行200亿元优先股，提升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多

项科技成果被央行评为“处于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 。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3年

总资产 3,167,710 2,737,010 15.74 2,415,086

营业收入 93,159 78,531 18.63 65,30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9,528 28,883 2.23 26,71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9,447 28,795 2.26 26,62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223,493 178,975 24.87 152,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400 34,699 509.24 (697)

期末总股本 46,679 46,679 - 46,277

每股收益（元） 0.63 0.62 1.61 0.66

净资产收益率（%） 15.50 17.36 -1.86个百分点 21.48

四、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263 23,275 24,509 23,11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8,358 7,883 7,634 5,65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57 7,874 7,610 5,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32 111,417 （5,358） 16,409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5.1.1普通股股东数量情况

单位：户

A股 H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1,380 1,041

A股年报披露日前一月最后交易日股东总数 331,428 -

5.1.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增减数量

（+、-）

股份

类别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注1） 境内法人

+9,000,000,000 A股 11,057,280,034 - 23.69 -

+127,035,000 H股 127,035,000 - 0.27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9,000,000,000 A股 10,250,916,094 - 21.96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注2），其中：

- +1,573,000 H股 6,862,659,500 - 14.70 -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25,000,000 H股 1,609,273,000 - 3.45 -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21,453,000 H股 1,162,713,000 - 2.49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 A股 1,572,735,868 - 3.37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335,494,280 A股 1,335,494,280 - 2.86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71,923,000 A股 782,913,367 - 1.68 -

+58,440,000 H股 58,440,000 - 0.13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 A股 766,002,403 - 1.64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629,693,300 A股 629,693,300 - 1.35 -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人 -68,120,850 A股 470,297,000 - 1.01 -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50,000 A股 423,982,589 - 0.91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再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55.67%和71.5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

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Ocean�Fortune�Investment�

Limited均为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1、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

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该公司由财政部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

汇金公司以其持有的90亿股本行股份出资到光大集团， 并于2015年5月13日完成股权变

更。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报告期末在该公司开户登

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H股股数合计6,862,659,500股， 除本行已获悉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和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本

行H股股数为1,609,273,000股、1,162,713,000股、127,035,000股和58,440,000股以

外，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本行其余H股股数为3,905,198,500股。

5.2主要股东情况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23.96%， 该公司的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55.67%）和财政部（44.3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21.96%，该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

5.3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8

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8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7,750,000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750,000 17,750,000 8.88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10,000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5,500,000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3,870,000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3,870,000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000,000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优先股股东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6.1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积极推动核心存款增长，加大资产投放力度，严守风险底线，拓宽资本

来源，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负债规模较快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利润增长符合

预期，风险状况总体可控，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

6.1.1业务规模较快增长，为盈利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末， 本集团资产总额为31,677.10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307.00亿元， 增长

15.74%，其中，各项贷款余额15,135.4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140.88亿元，增长16.48%；负

债总额29,436.6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861.36亿元，增长15.10%，其中，客户存款总额19,

938.4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085.06亿元，增长11.68%。

6.1.2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中间业务收入贡献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931.59亿元，比上年增加146.28亿元，增长18.63%；发

生营业支出539.19亿元，比上年增加138.04亿元，增长34.41%；实现税前利润393.58亿元，

比上年增加8.04亿元，增长2.09%；净利润295.77亿元，比上年增加6.49亿元，增长2.24%。 本

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63.01亿元，同比增加71.44亿元，增长37.29%，成为营业收

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28.23%， 同比上升

3.84个百分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6.1.3不良贷款有所上升，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报告期末，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243.75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88.50亿元； 不良贷款率

1.61%，比上年末上升0.42个百分点；信贷拨备覆盖率156.39%，比上年末下降24.13个百分

点。

6.1.4成功发行优先股，资本实力得到增强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11.87％，比上年末上升0.66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

10.15%，比上年末上升0.81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24％，比上年末下降0.10个百

分点。

6.2利润表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额

净利息收入 66,459 58,259 8,20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6,301 19,157 7,144

其他收入 399 1,115 (716)

业务及管理费 25,070 23,416 1,654

营业税及附加 7,096 6,361 735

资产减值损失 21,652 10,209 11,443

其他支出 101 129 (28)

营业外收支净额 118 138 (20)

税前利润 39,358 38,554 804

所得税 9,781 9,626 155

净利润 29,577 28,928 649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9,528 28,883 645

6.3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情况

6.3.1本集团资产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总额 1,513,543 - 1,299,455 -

贷款减值准备 （38,119） - (28,025) -

贷款和垫款净额 1,475,424 46.58 1,271,430 46.45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86,311 2.72 40,316 1.47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326,735 10.31 354,185 12.94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905,496 28.59 589,626 21.54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5,406 9.01 419,415 15.33

应收利息 18,546 0.59 14,621 0.53

固定资产 12,646 0.40 13,043 0.48

无形资产 946 0.03 922 0.04

商誉 1,281 0.04 1,281 0.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23 0.12 3,034 0.11

其他资产 50,996 1.61 29,137 1.06

资产合计 3,167,710 100.00 2,737,010 100.00

6.3.2本集团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向中央银行借款 14,840 0.50 30,040 1.17

客户存款 1,993,843 67.73 1,785,337 69.81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541,066 18.38 507,187 19.83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款 119,178 4.05 88,516 3.46

衍生金融负债 1,391 0.05 781 0.03

应付职工薪酬 11,217 0.38 9,668 0.38

应付税费 6,392 0.22 3,829 0.15

应付利息 30,612 1.04 29,950 1.17

预计负债 446 0.02 424 0.02

应付债券 210,061 7.14 89,676 3.51

其他负债 14,617 0.49 12,119 0.47

负债合计 2,943,663 100.00 2,557,527 100.00

6.3.3本集团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实收股本 46,679 46,679

其他权益工具 19,965 -

资本公积 33,365 33,365

其他综合收益 3,929 222

盈余公积 14,964 12,050

一般准备 40,271 33,903

未分配利润 64,320 52,756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223,493 178,975

少数股东权益 554 508

股东权益合计 224,047 179,483

6.4现金流量表情况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2,114.00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6,256.28亿元，比上

年增加1,165.37亿元，增长22.89%；现金流出4,142.28亿元，比上年减少601.64亿元，下降

1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主要是由于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从上年度的净增加转

为本年度的净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3,131.32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1,861.68亿元，比上年减少

73.33亿元，下降3.79%，现金流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收回投资减少；现金流出4,993.00亿

元，比上年增加2,132.72亿元，增长74.56%，现金流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资支付的现金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1,251.07亿元，比上年增加863.25亿元，增长222.59％。 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加主要是由于发行了优先股并加大了同业存单的发行规模。

6.5贷款质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 1,422,656 94.00 1,241,912 95.57

关注 66,512 4.39 42,018 3.24

次级 11,109 0.73 8,685 0.67

可疑 10,572 0.70 4,864 0.37

损失 2,694 0.18 1,976 0.15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1,513,543 100 1,299,455 100.00

正常贷款 1,489,168 98.39 1,283,930 98.81

不良贷款 24,375 1.61 15,525 1.19

6.6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

日

2014年12月31

日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86,311 40,316 114.09

根据资金头寸及市场利率变化情况，增加存放同业业

务规模

衍生金融资产 1,625 1,082 50.18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重估正值

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53,045 286,682 -46.62

根据资金头寸及市场利率变化情况，减少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规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2,495 138,559 60.58 加大可供出售债券和保证收益理财债券投资规模

持有至到期投资 152,312 111,697 36.36 加大国债、地方债等持有到期投资规模

应收款项类投资 523,427 333,911 56.76 受益权投资和持有他行理财规模增加

其他资产 50,996 29,137 75.02 金融租赁业务规模扩张，应收融资租赁款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14,840 30,040 -50.60 借入中央银行款项规模减少

拆入资金 60,305 36,744 64.12

根据资金头寸及市场利率变化情况，增加拆入资金规

模

衍生金融负债 1,391 781 78.10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重估负值

增加

应交税费 6,392 3,829 66.94 应交所得税增加

应付债券 210,061 89,676 134.24 发行同业存单

其他综合收益 3,929 222 1,669.82

本期市场利率下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了估值收

益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6,301 19,157 37.29 银行卡、理财服务等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 311 (117) 不适用 择机出售部分债券，处置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41 1,300 -96.85

受人民币远期汇率变动及部分外汇掉期业务到期后

估值损益转出影响，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减少

汇兑净（损失）/收益 (72) (210) 不适用

受人民币即期汇率及外汇敞口变动影响，汇兑净损失

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1,652) (10,209) 112.09 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增加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报告期内未发生需追溯重述的重大会计差错。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了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7.4本行2015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长：唐双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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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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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

3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6年3月29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亲自出席11名，杨吉贵董事、张新泽独立董事、徐洪才独立董

事、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书面委托赵威董事、乔志敏独立董事、霍

霭玲独立董事、谢荣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名监

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唐双宁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所含的财务预算方案涉及的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将单独作为议案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测算，本行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为人民币29.4亿元，详情将在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中披露。

该项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以2015年度本行口径净利润人民币2,914,400.95万元为基数，按10%的比例提

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291,440.10万元。

（2）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2015年全年提取一般准备金人民币636,804.82万元。

（3）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股派人民币1.90元（税前），共计人民币

886,902.81万元,�占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30.04％。 现金股息以人民币

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

率计算。

（4）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项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行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行拟定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六、《关于审议2015年度A股年报、摘要及H股年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A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

cebbank.com），A股年报摘要亦登载于3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H股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八、《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九、《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十、《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风险偏好重检及2016年风险偏好设定

建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在评价2015年风险偏好传导执行情况基础上， 依据2016年业务计划、 财务预

算、资本规划等，调整完善了相应风险偏好管理体系框架。

十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对董事整体履职评价的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评价结果提交监事会审议。

十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重新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唐双宁董事、高云龙董事、马腾董事、武剑董事、吴钢董事、王淑敏董事、吴高连董事在

表决中回避。

本次重新授权的期限为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12个月，具体授权的内容及范围与本

行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4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行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议案一致。

该项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

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四、《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唐双宁董事、高云龙董事、马腾董事、武剑董事、吴钢董事、王淑敏董事、吴高连董事在

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笔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本行全体股

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该项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行网

站（www.cebbank.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十五、《关于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行使反洗钱管理相关职责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行使反洗钱管理相关职责。

十六、《关于聘请2016-2018年度董事会A股、H股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和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分别担任本行

2016-2018年度董事会A股、H股法律顾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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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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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

3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6年3月29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亲自出席7名，殷连臣监事和史维平外部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

自出席，分别书面委托牟辉军副监事长和俞二牛外部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

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炘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15年度A股年报、摘要及H股年报、业绩公告的议案》，并出具以下审

核意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本行

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监督评价

意见>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该意见向董事会通报。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2015年度履职情况监督

评价意见>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该意见向高级管理层通报。

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201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评价结果向董事会通报。

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监事201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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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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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中国光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香港” ）核定27亿元港币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的定价依

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授信业务。 该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

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

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光大香港核定27亿元港币综合授信，品种为承诺

性双边定期贷款，用于其日常流动资金周转，期限5年。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光大香港是本行主要股东中国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且本行董事长唐双宁先生同时

在光大香港担任董事长，因此光大香港为本行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光大香港是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且本行董事长唐双宁先生同时

在光大香港担任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光大香港为

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香港于1983年5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为光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光大集团在香

港的经营主体。 光大香港为控股平台，本部无实际业务，主要通过下属控股公司从事“金

融”及“实业”两大业务板块。 截至2014年12月末，光大香港总资产为944.7亿港元，总负债

393.8亿港元，2014年全年整体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85.0亿港元和50.6亿港元。近年来，光

大香港整体业务发展较快，资产规模较大且持续增加，盈利能力不断得到优化和提升。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本行对

光大香港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行给予光大香港核定27亿元港币综合授信，品种为承诺

性双边定期贷款，用于其日常流动资金周转，期限5年，担保方式包括：（1）由一篮子香港物

业提供抵押担保；（2）由美光（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办理抵押；（3）由美光（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上担保对应本行所有债权，代偿追索不分先

后顺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行将按照对客户授信一般商业条款与光大

香港签署具体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以上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

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的授信额度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以上， 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本行股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2016年3月29日，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上

述关联交易。本行董事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一致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唐双宁、

高云龙、马腾、武剑、吴钢、王淑敏、吴高连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

成票。

七、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附件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拟提交2016年3月

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核定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张新泽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附件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6年3月2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行对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

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

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 本行对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张新泽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附件3：

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光大银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在

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委托出席:

张新泽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5人，亲自出席4人，张新泽委员因故不能到会，委托乔志敏委员代为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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