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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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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文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嵇玉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嵇玉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02,062,411.45 1,075,696,886.86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5,738,983.76 871,379,936.42 2.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036,819.98 -7,834,537.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6,764,138.20 158,702,720.28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359,047.34 18,411,442.38 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1,506,702.99 17,446,901.86 2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6 3.53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968.9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87,9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2,276,673.0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08.5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10,968.38

合计 2,852,344.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8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文生 50,400,000 63 50,4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 7.5 6,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扬州和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00,000 4.5 3,6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1,015,000 1.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彭崇勃 341,7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174,400 0.2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孙云明 152,500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尤顺兴 135,9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良勇 135,1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丙胜 131,3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1,0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000

彭崇勃 3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700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1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00

孙云明 15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500

尤顺兴 1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900

陈良勇 13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100

陈丙胜 1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300

刘安平 1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00

刘丽丽 127,565 人民币普通股 127,565

冯雪莲 11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文生担任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和成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度末（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增减 说明

其他应收款 8,971,713.72 6,580,112.34 36.35%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明星工程项目相关保

证金以及暂未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影

响

短期借款 6,550,000.00 29,100,000.00 -77.49% 系减少银行的短期借款影响

预收款项 7,070,504.38 5,021,477.93 40.81%

主要系子公司倍加洁日化预收款项增加

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72,607.82 6,399,080.90 55.84%

系本期500万元以下固定资产投资享受加

速折旧递延税款的增加影响

研发费用 2,756,058.23 1,297,394.75 112.43% 系本期增加研发投入影响

财务费用 889,007.56 2,812,743.55 -68.39%

本期财务费用降低系短期借款减少，利息

支出减少以及本期汇兑收益影响

投资收益 5,475,236.90 3,590,948.29 52.47% 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影响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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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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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文生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5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2019-023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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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将

公司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一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支、万片) 销量(万支、万片) 营业收入（万元）

牙刷 8,519.90 9,089.33 10,089.56

湿巾 60,298.09 60,626.74 5,713.03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支、片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一季度均价 2018年一季度均价 变动幅度%

牙刷 1.11 1.18 -5.93%

湿巾 0.09 0.08 12.5%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刷丝、无纺布、塑料粒子、胶料、PVC/PET片材、包装材料等。

1、刷丝

2019年一季度公司迎合客户需求及市场趋势，设计开发更多功能性牙刷产品，更多选用进口刷丝。 因此报告期比去年半年度采购

均价上涨约18,142元/吨 (不含税),涨幅约11%。

2、塑料粒子

2019年一季度比去2018年一季度采购均价上涨约62元/吨 (不含税),�涨幅约 1� %。

3、胶料

2019年一季度比去2018年一季度采购均价下降约 222.75元/吨 (不含税),降幅约 1� %。

4、PVC/PET片材

2019年一季度比去2018年一季度采购均价下降约71.18元/吨 (不含税),降幅约 1%。

5、包装物

包装物中纸箱，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采购平均价格下降 1.43元(不含税)/只，降幅约4%；中盒由于相同原因，平均价格上涨1.02元

（不含税）/只，涨幅约19� %；其它包装物价格比较稳定。

6、无纺布

2019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采购均价下降约1.32元（不含税）/公斤，降幅约8� %。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1�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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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行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行2019年第

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2名。 执行董事吴富林

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委托执行董事林景臻先生代为出席并表

决。 13名董事行使表决权。 本行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3�本行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副董事长、行长、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刘连舸和会计信息部负责

人张建游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 � �公司基本信息

A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票代码 601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份代号 3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内优先股

第一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1

股票代码 360002

第二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2

股票代码 360010

挂牌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优先股

股票简称 BOC�2014�PREF

股份代号 4601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梅非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100818

电话 (86)�10-6659�2638

传真 (86)�10-6659�4568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2.2� � �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另有说明者除外）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资产总计 21,616,555 21,267,275 1.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03,552 1,612,980 5.62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5.31 5.14 3.34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141,034 11.92

净利润 54,788 4.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965 4.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0,797 4.37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17 4.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17 4.52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17 4.14

净资产收益率(%，年率，加权平均)1 13.03 减少0.89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年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1

12.99 减少0.84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56) -161.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元) (0.80) -161.45

注：

1、本报告期的相关指标均已考虑当季宣告的优先股股息年化因素。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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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本集团对 2018年1-3�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重新列报，

上述调整对合并及本行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89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54

其他营业外收支1 132

相应税项调整 (59)

少数股东损益 (48)

合计 168

注：

1、 其他营业外收支是指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收入和支

出，包括出纳长款收入、结算罚款收入、预计诉讼赔款、捐赠支出、行政罚没款

项、出纳短款损失和非常损失等。

2、本集团因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

3、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和其他营业外收支计入当

期营业外收入/支出。

2.2.2�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中列示的2019年和2018年1至3月的经营成果和于

2019年3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的所有者权益并无差异。

2.3� � � �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2.3.1� 2019年3月31日普通股股东总数：735,614名（其中包括548,481名

A股股东及187,133名H股股东）

2.3.2� 2019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普通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普通股

股 份

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8,461,533,607 64.02% - 无 国家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81,909,363,045 27.82%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596,044,925 2.92% - 无 国有法人 A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0,024,500 0.61% - 无 国有法人 A股

5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060,059,360 0.36% - 无 国有法人 A股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5,711,664 0.25% - 无 境外法人 A股

7 MUFG�Bank,�Ltd. 520,357,200 0.18%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

产品（寿自营）委托投资（长江

养老）

382,238,605 0.13% - 无 其他 A股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336,337,748 0.11% - 无 其他 A股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214,283,413 0.07% - 无 其他 A股

注：

1� H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H股股份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

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9年3

月31日止， 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

计数，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股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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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 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

持有股票的机构，其中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5�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均为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6�除上述情况外， 本行未知上述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2.4� � �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2.4.1� 2019年3月31日优先股股东总数：48名 （其中包括47名境内优先股

股东及1名境外优先股股东）

2.4.2� 2019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优先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东性质

优先股 股份种

类

1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 399,400,000 39.96% 未知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0 18.01%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50,000,000 5.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4 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5 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 22,000,000 2.2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21,000,000 2.1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7 全国社保基金三零四组合 20,000,000 2.0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

行－灵活配置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2.0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9,000,000 1.9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优先股

注：

1�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以托管人身份，代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

在清算系统Euroclear和Clearstream中的所有投资者持有399,400,000股境

外优先股，占境外优先股总数的100%。

2�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烟草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

3� 截至2019年3月31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

一。

4�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上述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19年一季度，集团实现净利润547.88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50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9%和4.01%。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1.02%，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ROE）13.03%，同比下降0.89

个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8%，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51%，资本充

足率为15.03%。

3.1� �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893.81亿元，同比增加55.07亿元，增长6.57%。 净

息差1.82%，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2、集团实现非利息收入516.53亿元，同比增加95.12亿元，增长22.57%� 。

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36.62%，同比上升3.18个百分点。 其中，手续

费及佣金净收入273.55亿元，同比增加15.73亿元，增长6.10%。

3、集团业务及管理费353.14亿元，同比增加22.87亿元，增长6.92%。 成本

收入比（中国内地监管口径）25.04%，同比下降1.17个百分点。

4、集团资产减值损失273.35亿元，同比增加118.40亿元，增长76.41%。 集

团不良贷款总额1,730.83亿元， 不良贷款率1.42%，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84.62%。

3.2� �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分析

3月末，集团资产总额216,165.5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492.80亿元，增长

1.64%。 负债总额197,989.0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570.22亿元，增长1.32%。

1、 客户存款总额156,452.12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7,616.16亿元， 增长

5.12%。其中，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客户存款118,183.9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

324.42亿元，增长6.61%。

2、 客户贷款总额122,603.76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411.04亿元， 增长

3.73%。 其中， 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贷款94,772.01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

653.51亿元，增长5.16%。

3、投资总额52,981.6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436.18亿元，增长4.82%。 其

中，人民币投资40,877.2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90.84亿元，增长2.74%；外币

投资折合1,797.6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29.99亿美元，增长14.67%。

§4�重要事项

4.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 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

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使用权资产 22,339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确认使用权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8,912 285,018 -82.84% 银行同业证券回购减少。

其他权益工具 139,714 99,714 40.11% 本行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库存股 (38) (68) -44.12% 本行子公司减少持有本行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 2,449 1,417 72.8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估值变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收

益

338 489 -30.88% 应享联营企业投资净收益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880 1,256 208.9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债券投资估值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 1,485 (2,914) 不适用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7,333) (15,494) 76.41% 境内计提贷款减值准备金增加。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 (1) 100.00% 贵金属减值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310 560 -44.64% 营业外收入下降。

营业外支出 (89) (63) 41.27% 营业外支出增长。

§4�重要事项（续）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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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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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行于2019年1月25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期境内优先股

的股息分配方案，批准本行于2019年3月13日派发第二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

息总额为15.40亿元人民币（税前），股息率为5.50%（税前）。该分配方案已实

施完毕。

§5�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亦同时刊

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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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任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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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收到陈四清先生的辞呈。

陈四清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及委员职务。 该辞任自2019年4月28日起生效。

陈四清先生已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需

要通知本行股东。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董事长空缺期间，副董事长刘连舸先生

履行本行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职责。

陈四清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带领本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金融政策和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坚

持稳中求进，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全

面加强风险管理，反洗钱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管控能力显著提升。 在陈四清

先生的带领下，本行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型求实、变革图强，开创了建

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新局面。

本行董事会对陈四清先生任职期间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高度赞许和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于2019年4月29

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2019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

4月12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会议应出席董

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执行董事吴富林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委托执行董事林景臻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部分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

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由副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

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中国银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赞成：13�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聘任郑国雨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赞成：13� � � � � � � �反对：0� �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本行2019年1月25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聘任郑国雨先

生为本行业务管理总监的议案》，目前郑国雨先生担任业务管理总监的任职手

续尚未办理完成，郑国雨先生将不担任本行业务管理总监职务。 郑国雨先生担

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郑国雨先生的简历如下：

郑国雨先生出生于1967年，1988年加入本行。 2015年6月至2019年3月担

任本行四川省分行行长。 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担任本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此前曾先后担任湖北省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务。1988年毕业于武汉水运

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2000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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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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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7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监事， 会议于2019

年4月28日在北京现场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亲自出席监事6名。会议

召开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王希全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记名方

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监事会认为本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监事会对本行并表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监事会对本行反洗钱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4、《关于监事长和股东监事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表决情况：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王希全监事长、刘万明监事在本议案中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工作细则

（2019年版）》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6、《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履职考核办法（2019年版）》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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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蔡征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70,411,308.70 1,446,462,657.00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2,560,529.73 1,319,464,212.28 1.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45,685.20 24,621,525.63 113.82

投资活动生产的现金流量净额 -62,369,472.06 54,078,375.4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5,815.11 -120,543.3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7,221,480.78 274,934,928.38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96,317.45 23,190,931.30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67,860.59 20,593,691.06 -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89 减少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6,9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02,541.7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1,496,453.21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24,985.9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394.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282,818.95

合计 3,928,456.8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2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蔡征国 118,732,618 56.84 118,732,61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红 13,002,780 6.23 13,002,7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130,800 2.9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03,677 2.1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沈幼生 3,317,000 1.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36,500 1.4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沈振国 1,950,000 0.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阴安益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044,400 0.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波 466,69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457,900 0.22 0 无 0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6,130,8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03,677 人民币普通股 4,403,677

沈幼生 3,3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7,000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6,500

沈振国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江阴安益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4,400

陈波 466,690 人民币普通股 466,690

法国兴业银行 45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900

南京雷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雷奥2期证券投资基金 43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800

韩笑 3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征国、蔡红为夫妻关系。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丽岛新材

项目上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同比增减 说明

其他应收款 2,715,811.25 1,799,406.94 50.93%

本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土地出让保证金增加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00,000.00 -100.00%

本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根据准则要求，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700,000.00 新增

本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根据准则要求，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48,220,054.26 36,722,187.18 31.31% 本期增加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1,000,000.00 900.00% 本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06,466.38 13,089,886.28 -68.63% 本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将上年计提的奖金发放所致

税金及附加 604,238.42 1,738,880.96 -65.25%

本期减少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减少，对应的税金及附加

减少

财务费用 182,851.17 -49,235.32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系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03,919.59 -9,716.51 不适用 本期减少主要系应收帐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466,900.00 472,600.00 210.39% 本期增加系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02,541.76 3,891,102.64 -61.39% 本期减少系收到的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645,685.20 24,621,525.63 113.82%

本期增加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及支付的

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369,472.06 54,078,375.45 不适用 本期减少主要系支付的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95,815.11 -120,543.33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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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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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征国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3059

公司简称：倍加洁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37

公司简称：丽岛新材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