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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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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2015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根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第二节 公司概况

一、法定中文名称：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唐山银行，下称“本行”或“公司” ）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TANGSHAN� CO.,� LTD.

（简写：BANK� OF� TANGSHAN）

二、法定代表人：杜少光

注册资本：贰拾捌亿贰仟伍佰玖拾万零伍佰元

住 所：唐山市新华西道66号

客服电话：0315-96368

传 真：0315-2826494

邮政编码：063000

网 址：www.� bankts.cn

三、其他有关资料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98年5月20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30000000019970

税务登记号：

国税：130202700715103

地税：130202700715103

四、刊登年度报告的互联网网站：本行网站。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报告期主要利润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项 目 金 额

拨备前利润 2486493

利润总额 1686384

净利润 1281751

二、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5670162 2979930 1970742

其中：贷款业务 2064072 1921094 1109160

同业业务 6864 39067 338551

债券投资 386697 259124 156970

同业投资 2988514 604194 192193

其他业务 224015 760645 366061

存款总额 90601694 50055171 33103846

其中：长期存款 73700946 35070156 24161734

贷款余额 30387936 22388206 18281919

其中：短期贷款 2125710 1786844 3414383

贴现 0 0 823279

中长期贷款 28245572 20560799 14044157

逾期贷款 16654 40563 100

总资产 124864184 57263999 35942369

股东权益 8149960 4017418 2199633

每股净资产（元） 2.88 2.47 2.11

每股净收益（元） 0.49 0.6 0.23

净资产收益率（%） 15.73 22.67 11.31

三、股东权益变动表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权益变动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

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合计

2015年1月1日

年初余额

1625901 1075721 50707 161406 386475 717208 4017418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

净利润 - - - - - 1281751 1281751

其他综合收益 - - 65386 - - - 65386

股东投入和减

少资本

股东投入资本 1200000 1800000 - - - - 3000000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128175 - (128175) -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 - - - 308389 (308389) -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214595) (214595)

2015年12月31

日年末余额

2825901 2875721 116093 289581 694864 1347800 8149960

四、报告期末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

主要指标 标准值 截至2015年12月末

资本充足率 ≥10.5 11.25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2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0.24

不良贷款率 ≤5 0.06

不良资产率 ≤4 0.21

存贷款比例 ≤75 33.54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5.07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7.83

授信集中度 ≤100 7.59

核心负债依存度 ≥60 63.81

资产流动性比例 ≥25 43.59

第四节 风险管理状况

本行在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 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 报告期内，未出现对经营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也未

造成重大损失。

一、信用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信用风险运行管理状况较好，各项信用风险统计

指标均呈现良好态势。 全年通过大力调整授信结构、加强重点领域风

险防控、积极推动各项信用风险管理指标达标等举措，进一步加强了

信用风险的管理。

二、操作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操作风险管控良好，各项业务平稳运行，无重大

操作风险事件发生。 全年通过积极开展操作风险识别与评估、监测与

报告以及控制与缓释等措施，全面加强操作风险管理。

三、市场风险

本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本行密切

关注本外币利率走势，紧跟市场利率变化，适时调整本外币存贷款利

率，防范利率风险。 同时不断加强对债券组合的市场风险管理，密切

关注宏观经济变化情况、国家有关政策走向以及外围市场走势，深入

研究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同时积极与同业机构沟通联系，增加信息

来源， 不断提高对市场大趋势预测的准确度， 尽量准确把握投资机

会，规避系统性风险。

四、流动性风险

本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流动

性风险，确保我行在正常或者压力状态下，都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资产

的增长和到期债务的支付。 本行采用了一系列流动性指标来评价和

监控本行流动性风险， 本行根据银监会的有关要求限定流动性比例

不低于25%，核心负债依存度不低于60%。 本行定期召开董事会风险

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使本行各位董事、高管层能够及时了解

流动性状况。

五、信息科技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信息系统运行状况良好，无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

件发生。 本行高度重视信息科技风险，通过完善信息科技组织架构，

紧密围绕监管制度要求，落实集中风险管控，加强信息科技治理、信

息安全、信息系统建设、系统运行维护、业务连续性和外包等重点领

域风险防控，进一步提升本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能力。

六、贷款的主要行业分布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对公客户行业门类 2015年12月末 2014年12月末 较年初增减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114630 8106080 1008550

批发和零售业 6465650 91960 63736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478000 1055000 24230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和供应业 2960930 3668150 -707220

建筑业 2117550 1593650 5239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23700 1771500 -478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1400500 1478931 -78431

房地产业 994107 1328628 -334521

农、林、牧、渔业 850620 0 850620

教育 774900 745650 29250

公关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78000 366000 -88000

制造业 168350 1771750 -1603400

七、最大十名贷款客户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余额 占各项贷款余额比例 占资本净额比例

1 XX企业 700000 2.30% 7.83%

2 XX企业 452640 1.49% 5.07%

3 XX企业 350000 1.15% 3.92%

4 XX企业 350000 1.15% 3.92%

5 XX企业 340000 1.12% 3.80%

6 XX企业 340000 1.12% 3.80%

7 XX企业 335000 1.10% 3.75%

8 XX企业 320000 1.05% 3.58%

9 XX企业 300000 0.99% 3.36%

10 XX企业 270000 0.89% 3.02%

合计 3757640 12.37% 42.05%

八、存量贷款五级分类及变化情况

按照五级分类方式，本行贷款构成具体变化情况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 千元

正常 关注 次级 可疑 损失 总计

截至2012年末 14378230 315000 0 0 0 14693230

截至2013年末 17184470 274170 0 0 0 17458640

截至2014年末 22352120 0 23580 12500 0 22388200

截至2015年末 30371260 0 850 15820 0 30387930

九、不良贷款状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6672.6千元，较年初减少了

19406.2千元。

十、抵债资产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抵债资产余额为51020.7千元，具体余额、占

比及五级分类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 人民币 千元

抵债资产分类

截至2015年12月末

抵债资产余额 占比 五级分类

其他不动产 45259.4 88.71% 可疑

商务用房 336.9 0.66% 损失

个人住房 4774.4 9.36% 正常

交通工具 650 1.27% 正常

合计 51020.7 100% ----

十一、 可能对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余

额及重要情况

（一）表外应收利息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表外应收利息余额为73476.6千元。如果表外

应收利息实现收回，将增加当期利润。 因此，该表外项目存在对财务

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影响的可能。

（二）承兑汇票

截至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185000千元，共计两户，其

中85000千元为本行存单质押，100000千元担保方式为保证。

第五节 股本情况及关联交易

一、报告期股份变动情况

报告期股份变动表

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期初数 本期增减 期末数

地方财政股 22681 0 22681

企业法人股 139391 120000 259391

个人股 518 0 518

小计 162590 120000 282590

二、主要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股权质押贷款情况

1 曹妃甸控股有限公司 27500 9.73 无

2 唐山唐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7500 9.73 无

3 唐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500 9.73 无

4 唐山市财政局 20860 7.38 无

5 唐山曹妃甸太阳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4000 4.95 无

6 唐山曹妃甸国润投资有限公司 14000 4.95 无

7 唐山湾三岛旅游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4000 4.95 无

8 乐亭县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 4.95 无

9 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 13876 4.91 有

10 唐山曹妃甸科教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3000 4.60 无

（二）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本行关联企业授信。

（三）报告期内前十名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2015年6月30日， 唐山世博大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股权

6376万股，转让给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 股权转让后，唐山港兴实业

总公司持有本行13876万股权，占比4.91%。

2015年7月6日， 唐山世博大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股权

14000万股，转让给乐亭县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乐

亭县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行14000万股权，占比4.95%。

按照公司章程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相

关监管规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已报唐山银监分局备案。

（四）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曹妃甸控股有限公司向本行投资入股27500万股， 持股比例

9.73%。

唐山唐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本行投资入股27500万股，持股比

例9.73%。

唐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行投资入股27500万股，持股比

例9.73%。

唐山市财政局向本行投资入股20860万股，持股比例7.38%。

第六节 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治理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

律，认真落实《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

职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规定，

不断健全公司治理法人结构，持续完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各治

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科学高效地进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公司

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加强。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报告期内，本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召集、召开股

东大会，全体股东充分、平等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

（二）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报告期内，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执行董事、4名股权董

事、2名独立董事。 1名股权董事在报告期内辞职。董事切实履职尽责，

恪尽职守、勤勉尽职，董事会不断完善运作体系，强化公司治理，推进

战略管理，完善科学决策，加强有效监督，促进稳健经营，切实维护了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财务审查委员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5个专门委员会，其中提名和

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

立董事担任，强化了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决策与监督。

（三）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报告期内，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包括2名股东监事、2名外部监

事、3名职工监事。 本行监事本着对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职，

对本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职情况以及银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切

实维护股东、存款人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 主任委员均由外部监事

担任。

（四）关于高级管理层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高级管理层由一名行长、一名副行长和八名

行长助理组成，高管层任职资格和选举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报告期内， 本行高级管理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

金融监管要求，坚持以业务发展为中心，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

标和发展思路，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加快转型发展步伐，各项业务继

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各项监管指标进一步优化。

（五）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有2名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本着客观、独立、审慎的原则，充分发挥专长，从

维护投资者以及各相关者利益出发， 积极参加董事会及董事会各委

员会会议，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对重要事项发表意见，为提高董事会

决策的科学性、促进银行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六）本行决策体系

股东大会是本行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本行最高决策机构，负

责本行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年度经营目标的确定； 监事会是本行监督

机构，负责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进行监督；高级管理层依法组织开

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 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决策系统、以监事会为中心

的监督系统和以高级管理层为中心的经营系统合理分工、各司其职，

构成了职责分离、相互约束的制衡机制。

二、公司组织机构和分支机构情况

2015年，唐山银行总行设置6个超级部，2个管理部业务超级部，6

个管理部，在唐山区域设立49家营业网点。

三、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杜少光 男 唐山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

魏文忠 男 唐山市财政局 局长

刘洪威 女 唐山市国资委 副主任

么向华 男 唐山银行 行长

安建平 男 唐山银行 副行长

刘文彬 男 唐山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孟玉梅 女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詹原瑞 女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退休）

孙试虎 男 中国工商银行 退休干部

（二）监事会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刘双全 男 唐山银行 监事长

周治河 男 唐山京华制管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

王建祥 男 唐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 伟 女 唐山银行结算运行部 总经理

于明芳 女 唐山银行审计稽核部 总经理

夏文清 男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张文芳 男 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分行 退休干部

（三）高管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么向华 男 唐山银行 行长

安建平 男 唐山银行 副行长

王 全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于金利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高绍岭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张俊元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李雪音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王小峰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魏秀苹 女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兼财务负责人

段卫国 男 唐山银行 行长助理

（四）其他领导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闫保新 男 唐山银行 纪委书记

（五）董事会秘书情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裴君成 男 唐山银行 董事会秘书

（六）员工情况

截至2015年底，本行在职职工1183人，其中博士5人，硕士121

人，本科505人，专科及以下552人。

四、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3次股东大会，其中1次年度股东大会、2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1月6日，本行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及自然人代表共30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145936.58万股，占总股本89.76%，符合《公司法》和本行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方案的议

案》、《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2015年4月29日，本行2014年度股东

大会在唐山宾馆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及自然人代表

共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5271.58万股，占总股本95.50％，符

合《公司法》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2015年度经营计划》、《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17项

议案。 2015年10月30日，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唐山宾

馆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及自然人代表共48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280656.58万股，占总股本99.32%，符合《公司法》和本

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增资扩股方案》、

《王立君先生辞去唐山银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两项议案。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对上述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

股东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等事项的合法有效性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董事会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共召开10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经营计划》、《2014年年度报告》、《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变更注册资本方案》 等一系列重大议

案，为本行夯实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健全“三会一层” 制衡机制奠定

了基础。

报告期内， 本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规范运作， 共召开11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 《2014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2014年度审计报

告》、《2014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2014年度内

控评价情况的报告》等22项议案。各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各领域专业

特长，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认真进行研究，为董事会决策提供独

立的专业意见，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董事会重大决策

的质量。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3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201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17

项议案，董事会均严格执行了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六、高级管理层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高级管理层不断深化信贷结构调整，强化金融产

品创新，促进各项业务全面、快速发展，全力支持本市经济发展和重

点项目建设；严密防范授信风险，确保授信资产安全；加强内控机制

建设，全面提升案件风险防范能力；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基础，注

重创新，着力增强企业活力；强化品牌推广和营业网点建设，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塑造品牌形象，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促使本行内控机制

健全，制度落实到位，责任明确到人，组织架构完善，业务流程合理，

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全员积极性普遍高涨，竞争力显著增强，业务经

营迅速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全行实现总资产1248.64亿元，较年初增

长118.05%；各项存款余额906.02亿元，较年初增长81%；不良贷款

余额为1667.26万元， 不良贷款率0.06%；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30%； 实现拨备前利润24.86亿元， 提取拨备8亿元， 拨贷比达到

2.7%，风险抵补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净利润12.82亿元。目前本行各项

业务实现较快增长，资产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为未来进一步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七、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会及下设委员会共召开8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本行 《2014年年度报告》、《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4年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2014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等23项议案。

第七节 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的重要诉讼、仲裁事项和重大案件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和重大案件发生。

二、报告期内的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三、报告期内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四、商业银行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和司法

部门的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及本行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相关监管部

门和司法部门的处罚。

五、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 本行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2590.05万元增至人民币

282590.05万元。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分立合并事项。

第八节 财务报告

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根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本公司根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有关规定披露2015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

附表：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资产

2015年 2014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5,434,490,565 9,875,903,591

存放同业款项 116,612,207 510,376,2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0,307,040 39,583,5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80,000,000 -

应收利息 571,175,195 226,343,969

发放贷款和垫款 29,567,461,544 21,783,724,2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780,344,714 4,096,475,866

持有至到期投资 2,323,587,038 2,160,960,812

应收款项类投资 66,339,417,111 16,270,913,000

固定资产 881,825,484 508,587,232

无形资产 19,061,589 22,265,78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4,422,711 148,510,162

其他资产 1,005,478,723 1,620,355,460

资产总计 124,864,183,921 57,263,999,887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15年 2014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7,593,523,076 5,604,24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757,000,000 2,282,500,000

吸收存款 90,601,693,961 50,055,171,489

应付职工薪酬 157,719,482 146,250,897

应交税费 45,030,304 47,135,393

应付利息 1,398,694,492 673,472,560

预计负债 - 14,169

其他负债 160,562,317 36,432,702

负债合计 116,714,223,632 53,246,581,455

股东权益

股本 2,825,900,504 1,625,900,504

资本公积 2,875,720,766 1,075,720,766

其他综合收益 116,093,757 50,707,377

盈余公积 289,581,384 161,406,329

一般风险准备 694,864,453 386,475,209

未分配利润 1,347,799,425 717,208,247

股东权益合计 8,149,960,289 4,017,418,432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24,864,183,921 57,263,999,887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5,650,055,827 2,973,959,806

利息支出 (2,379,562,219) (996,917,687)

利息净收入 3,270,493,608 1,977,042,119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0,105,854 5,970,289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706,398) (5,750,36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399,456 219,928

投资收益 - 3,244,74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23,540 1,663,760

汇兑收益 277,914 933,549

其他业务收入 970,828 703,127

二、营业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6,831,543) (135,577,650)

业务及管理费 (556,215,534) (668,360,390)

资产减值损失 (800,109,333) (265,578,070)

其他业务支出 (195,955) (121,627)

三、营业利润 1,673,512,981 914,169,495

加：营业外收入 14,174,911 772,330

减：营业外支出 (1,303,700) (441,205)

四、利润总额 1,686,384,192 914,500,620

减：所得税费用 (404,633,640) (209,834,416)

五、净利润 1,281,750,552 704,666,204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支出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权计划净负债的变动

(5,274,502) (7,207,611)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0,660,882 75,257,008

小计 65,386,380 68,049,397

七、综合收益总额 1,347,136,932 772,715,601

八、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49 0.60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49 0.60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现金流量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58,134,441,303 16,900,427,04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1,320,00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4,474,500,000 2,282,500,000

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净减少额 632,670,000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583,164,615 2,115,702,9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107,875 7,461,1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929,883,793 22,626,091,110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7,999,730,001) (4,106,287,242)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4,107,586,560) (2,185,901,932)

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净增加额 - (1,555,670,000)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660,046,684) (795,248,655)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6,240,775) (223,819,6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851,126,417) (393,141,7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655,804) (359,842,4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107,386,241) (9,619,911,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22,497,552 13,006,179,4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8,478,765,750 4,935,003,48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 20,129 3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478,785,879 4,935,003,804

投资支付的现金 (83,141,488,026) (19,447,662,69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409,993,811) (105,948,39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551,481,837) (19,553,611,0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72,695,958) (14,618,607,285)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现金流量表（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1,166,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0 1,166,000,000

分配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12,565,226) (103,732,14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2,565,226) (103,732,1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7,434,774 1,062,267,857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 1,537,236,368 (550,160,02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88,589,980 2,138,750,003

五、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25,826,348 1,588,589,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