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8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8人。

1.3�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除特别说明外， 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为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统称 “本集

团” ）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1.5�本公司董事长金煜、行长胡友联、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施红敏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化

营业收入 13,085,767 13,015,439 0.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7,204 5,019,498 4.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13,574 5,001,779 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98,090 3,225,393 1,003.68%

净利差 1.90% 1.94% 下降0.04个百分点

净息差 1.74% 1.65% 上升0.09个百分点

年化平均资产收益率 0.93% 0.99% 下降0.06个百分点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3% 13.98% 下降0.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5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37 0.35 5.71%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化

资产总额 2,286,314,299 2,237,081,943 2.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2,299,460 176,708,612 3.16%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162,342,290 156,751,442 3.5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43 11.03 3.63%

注：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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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2019年7月，本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18

年末普通股总股本10,928,099,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股转增0.3股，合计转增

3,278,429,700股，转增后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为14,206,528,700股。 报告期及比较期的

每股指标按调整后的股数14,206,528,700股重新计算。 本公司于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0亿元的非累积优先股，本期无发放优先股股息，因此在计算每股收

益、每股净资产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无需扣

除优先股股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和“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平

均净资产”扣除了优先股。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年1-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7

其他净损益 31,488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8,2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净额 23,596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3,630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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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

会公告〔2008〕

43号）规定计算。

2.3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117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77,487,365 2,043,211,151 14.38% - -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1,178,744,443 8.30% 215,114,647 - 国有法人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

（BANCO� SANTANDER,S.

A.）

- 929,137,290 6.54% 119,246,400 - 境外法人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861,103 757,671,091 5.33% -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687,322,763 4.84% - - 国有法人

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579,764,799 4.08% - - 国有法人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 495,270,716 3.49% - - 其他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 426,211,240 3.00% - -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721,751 377,125,031 2.65% -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 290,856,868 2.05% - - 国家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2,043,211,151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3,629,796 人民币普通股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

（BANCO�SANTANDER,�S.A.）

809,890,890 人民币普通股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7,671,09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87,322,7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79,764,7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495,270,716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426,211,24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7,125,031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290,856,86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BANCO� SANTANDER,S.A.）持有本公司股份929,

137,2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6.54%，其中8,479,37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代理于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占本公司股份的0.06%；

2、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426,211,2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3.00%，其

中42,635,32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 占本公司股份

的0.3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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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

份，包括代理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分别持有8,479,370股

和42,635,320股本公司股份。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含并列）持股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3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所持股份类别

质押

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聚宝财富财溢融 30,500,000 15.25%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长江养老保险－中国银行－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7.5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罗德

资管卓远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00,000 7.5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湾财富封闭净

值型系列理财产品

14,980,000 7.49%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5.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10,000,000 5.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10,000,000 5.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恒鑫安泰债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000 5.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信

托·民生财富单一资金信托

10,000,000 5.00% 人民币优先股 - 其他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根据公开信息， 本公司初步判断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存在关联关

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

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5�资本充足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58,088,025 152,239,319 153,010,663 147,042,610

一级资本净额 178,057,677 172,196,489 172,980,868 166,999,780

资本净额 223,795,099 217,553,231 219,243,258 212,964,814

风险加权资产 1,619,124,335 1,587,377,916 1,584,413,590 1,560,194,33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76% 9.59% 9.66% 9.4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00% 10.85% 10.92% 10.70%

资本充足率 13.82% 13.71% 13.84% 13.65%

注：

1、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

2、根据监管规定，最低资本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

资本充足率为8%，储备资本要求为2.5%。

2.6�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一级资本净额 178,057,677 172,980,868 170,076,114 164,641,847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551,244,701 2,498,852,929 2,436,367,494 2,402,069,960

杠杆率 6.98% 6.92% 6.98% 6.85%

2.7�流动性覆盖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69,761,574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154,027,142

流动性覆盖率 175.14%

2.8�资产质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贷款 980,650,637 98.82% 961,251,527 98.84%

正常类 962,152,254 96.96% 942,971,903 96.96%

关注类 18,498,383 1.86% 18,279,624 1.88%

不良贷款 11,711,408 1.18% 11,253,151 1.16%

次级类 3,910,234 0.39% 3,169,614 0.33%

可疑类 6,939,573 0.70% 7,287,294 0.75%

损失类 861,601 0.09% 796,243 0.08%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992,362,045 100.00% 972,504,678 100.00%

贷款损失准备 39,448,691 - 37,939,740 -

不良贷款率 1.18% 1.16%

拨备覆盖率 336.84% 337.15%

贷款拨备率 3.98% 3.90%

2.9�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叠加疫情影响，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人民银

行加强逆周期调节，深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

制，引导金融企业加大对实体企业信贷投放和信贷利率下行。 本公司积极响应宏观政策导

向，充分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政策，加大对疫情防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投

放，全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客户实施减费让利政策，提供多种

方式金融服务便利，切实发挥金融企业对实体经济恢复的助推作用。

2020年是本轮三年规划的收官之年，本集团始终坚持战略引领，把握外部市场和监管

政策变化趋势，加快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持续增强金融科技支撑，

不断强化风险管理，各项业务实现稳健发展，经营业绩总体保持良好。

（一） 各项业务稳健发展，经营业绩保持增长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22,863.1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20%。 持续强化主业经

营，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支持，报告期末，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为9,

923.6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04%，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占资产总额比重为43.40%，保持基

本稳定。加强产品创新、客户营销和渠道管理的深度融合，拓宽存款来源，报告期末，存款总

额为12,133.8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30%，存款总额占负债总额比重为57.68%，较上年末

提高0.10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为130.86亿元，同比增长0.54%。其中，利息净收入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生息资产规模同比增长14.26%、净息差扩宽0.09个百分点，共同驱动利息净

收入同比增长13.95亿元， 增幅20.45%；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1.09亿元， 增幅

5.98%，债券承销、银团、代理基金等手续费收入增长较好；此外，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境内

外市场利率、汇率等波动较大，对其他收入形成一定扰动。

报告期内，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37亿元，同比增长4.34%；基本每股

收益为0.37元，同比增长5.71%；年化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93%，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13.13%。 报告期末，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1.43元， 较上年末增长

3.63%。

（二） 资产质量和风险抵补能力保持稳健，各级资本水平充足

本集团积极应对当期风险形势，持续完善风险管控机制，聚焦重点客户、重点业务、重

点机构，管控、缓释风险，在疫情背景下，资产质量波动幅度在可控范围内，充分体现抵御外

部冲击的韧性。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率为1.18%，较上年末略升0.02个百分点，资产质

量总体平稳，继续保持同业优秀水平；拨备覆盖率为336.84%，较上年末略降0.31个百分点；

贷款拨备率为3.98%，较上年末提高0.0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完善资本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促进优化业务结构，

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加强前瞻性预测分析和规划，积极推进资本补充。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

本充足率为13.8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0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76%，资本充足水

平合规稳健。

（三）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六大金融” ，提升公司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

级

本公司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复产， 率先对接政府部门并推出专项信贷额度，

出台防控疫情和保障实体经济平稳发展“20条举措” ，主动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防疫贷款投放规模列上海地区首位。 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加强投资促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相关要求，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加大对区域招商引资、扩大投资工作

的服务力度。 持续培育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民生金融、跨境金融、投资银行等

特色业务，提升专业化经营能力。 加强大数据、区块链及AI等技术应用，提高“上行e链”供

应链金融产品客户体验及服务效率，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能级。 坚持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进

程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创新推广“海创e家” 科创金融专属品牌，支持生物医药、集成电

路、新基建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推进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跨境投融资项目，实现境

内、跨境业务多渠道发展。

报告期末，公司客户累计22.80万户，较上年末增长0.28万户。公司存款余额8,122.97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2.33%；公司贷款和垫款余额5,865.9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7%。 报告期

内，供应链金融贷款投放金额128.72亿元，同比增长39.50%；普惠金融贷款投放金额78.71

亿元，同比增长98.56%，期末贷款余额（银保监口径）275.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6.22%；

民生金融贷款投放金额46.45亿元，同比增长120.46%，期末贷款余额为309.11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6.03%；外汇企业日均存款余额为129.51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3.91%；债务融资工

具承销规模432.96亿元，同比增长71.83%。

（四） 围绕零售“重中之重”战略定位，零售转型向纵深推进

围绕零售“重中之重”战略定位，着力破解瓶颈制约，零售转型持续向纵深推进。 立足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专业化经营促规模增长，以结构优化促效益提升；立足经营管理效率提

升，创新工作方式、完善体制机制、夯实管理基础，更好激发经营管理动力和活力，推动发挥

经营主体职能，更好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立足区域优势，坚持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养老金融

等三大战略特色业务培育，注重金融科技赋能零售转型，运用数字化管理和营销工具，实施

精细化的客户分层经营体系，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客户体验，大幅提升服务效率；立足保障人

民群众日常金融服务需求，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推出零售业务防控疫情服务民生“11条举

措” ，全力做好居民金融服务，服务好因疫情影响的各类个人客户金融需求。

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客户数1,564.57万户，较上年末增长0.50%，管理零售客户综合

资产（AUM）6,665.2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81%；其中，管理月日均综合资产100万元以

上财富客户128,250户， 较上年末增长6.69%， 管理前述客户月日均综合资产3,103.06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6.48%；养老金客户158.08万户，养老金客户综合资产3,034.87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5.50%。

本外币个人存款余额3,007.06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3.42%； 个人贷款和垫款余额3,

123.84亿元，较上年末下降2.63%。其中，消费贷款余额1,620.26亿元，占个人贷款和垫款比

例为51.87%，较上年末下降2.58个百分点；住房按揭贷款余额989.7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84%，占个人贷款和垫款余额比例为31.68%，较上年末提高2.26个百分点。 个人贷款和垫

款收益率6.64%，较上年末下降0.29个百分点；个人贷款和垫款不良贷款率1.07%，较上年略

有上升。

信用卡累计发卡926.83万张，较上年末增长3.26%；信用卡贷款余额305.95亿元，较上

年末下降8.73%；信用卡不良率1.74%，较上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信用卡交易

额303.78亿元，同比增长1.05%。受新冠疫情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短期明显收缩，消费市场疲

软，零售信贷业务规模增长短期受限，本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及时调整业务重点，大力

布局线上获客与经营，顺应居家民生消费，加速业务线上化进程，精准风险识别与价值挖

掘，2020年3月以来，零售信贷业务稳步回升，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五） 深化互联网金融特色培育，全面提升线上业务价值贡献

本公司持续深化互联网金融特色培育，成立网络金融部，全面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工

作，依托数字化开放金融平台，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 疫情期间，全面优化升级线

上支付、理财与贷款等互联网金融服务，全新发布手机银行6.0，在个性化服务、远程互动、

智能风控等方面突破升级，更好满足用户“无接触式服务”需求；推出多项防疫抗疫专属服

务，包括提升线上转账支付限额、减免防疫专用账户捐款或汇款手续费、为受疫情影响人员

减免延期贷款利息及调整还款计划、推出线上问诊及线上课堂服务等。同时，在业内率先打

造“线上赋强公证平台” ，为线上普惠经营贷、供应链引入低成本、高效率的逾期及不良资

产快速处置新模式。报告期末，本公司线上个人客户数3,210.08万户，较上年末增长6.97%，

保持同业领先；报告期内，年度活跃客户数472.97万户，同比增长136.13%。互联网业务的日

均存款余额327.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21%；互联网中小微贷款余额129.56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32.12%；互联网业务交易金额11,870.75亿元，同比增长87.80%；互联网中间业务收

入4.02亿元，同比增长55.37%。 Ⅱ、Ⅲ类账户向Ⅰ类账户累计转化33.83万户。

三、重要事项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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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中，变化幅度超过30%以上的主要项目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23,514,581 16,443,915 43.00%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变动影响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740,632 2,267,055 550.2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增加

其他资产 21,549,492 14,024,086 53.66% 待清算款项等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 400,427 -100.00% 融券卖出业务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22,274,415 16,690,672 33.45%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变动影响

其他负债 14,118,503 6,117,750 130.78% 待清算款项等增加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

其他收益 944 3,464 -72.75% 政府补助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1,232,639 1,869,153 -34.05% 权益工具等估值变动影响

汇兑净损失 -467,604 -276,492 不适用 汇率波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11,964 40,850 -70.71% 其他业务收入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347 17 1,941.18%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税金及附加 132,275 101,276 30.61% 增值税附加税费增加

营业外收入 53,624 40,135 33.61% 营业外收入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7,789 15,625 -50.15% 子公司盈利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53,644 127,296 177.81%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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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情请参阅本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上述修订后的

会计准则，该准则实施对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

董事长：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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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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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2020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8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1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海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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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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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4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议，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本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

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本公

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海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优先股代码：

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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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于2020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召开2019年度暨2020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

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本公司董事长、行长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

与。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1重要提示

1.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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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2020年4月28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行全体董

事出席了会议。

1.3�本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陈四清、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谷澍及财会机构负责人张文武声明

并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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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上市交易所

A股 工商银行 601398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工商银行 1398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内优先股

工行优1 360011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优先股 ICBC�EURPREF1 4604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姓名 官学清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邮政编码：100140）

电话 86-10-66108608

传真 86-10-66107571

电子信箱 ir@icbc.com.cn

2.2�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 32,094,478 30,109,436 6.59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7,515,921 16,761,319 4.50

贷款减值准备（1） 498,631 478,730 4.16

投资 8,158,037 7,647,117 6.68

负债总额 29,314,184 27,417,433 6.92

客户存款 24,220,294 22,977,655 5.41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284,916 1,776,320 28.63

拆入资金 569,664 490,253 16.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763,853 2,676,186 3.28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7.18 6.93 3.61

注：（1）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客户贷款及垫款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客户贷款及垫款的减值准备之和。

2020年1至3月 2019年1至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6,979 235,501 (3.62)

净利润 85,013 82,690 2.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94 82,005 3.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09 81,535 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8,937 1,044,774 86.54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24 0.23 4.35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24 0.23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3.44 14.35

下降0.91个

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年1至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319

盘盈清理净收益 31

其他 248

所得税影响 (156)

合计 44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8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57

2.2.2�按中国会计准则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说明

本行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按中国会计准则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中，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报告期末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并无差异。

2.3�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为618,297户。其中H股股东119,937户，A股股东

498,360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情况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A股 34.71 123,717,852,951 无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 A股 31.14 110,984,806,678 无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

H股 24.17 86,155,616,338 未知 2,467,297

A股 0.33 1,178,865,276 无 -163,812,54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3) 国家 A股 3.46 12,331,645,186 无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A股 1.03 3,687,330,676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0.68 2,416,131,564 无 -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0.40 1,420,781,042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4) 国有法人 A股 0.28 1,013,921,700 无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A股 0.13 472,599,788 无 94,929,461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CT001沪

其他 A股 0.11 387,807,151 无 24,521,800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20年3月31日的股东名册。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86,155,616,338股H股，其中含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本行的H股。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向本行提供的资料，报告期

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本行H股8,037,177,174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

有1,178,865,276股A股。

（3） 根据 《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财资

〔2019〕49号），2019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一次性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国有资本划转账户12,331,645,186股。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49号）有关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

本次划转股份，自股份划转到账之日起，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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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主要股东及其他人士的权益和淡仓

主要股东及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须予披露的权益或淡

仓的人士

截至2020年3月31日，本行接获以下人士通知其在本行股份及相关股份中拥有的权益

或淡仓，该等普通股股份的权益或淡仓已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而备存的登

记册所载如下：

A股股东

主要股东名称 身份 A股数目（股）

权益

性质

占A股比重（2）（%）

占全部普通股股份比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实益拥有人 110,984,806,678 好仓 41.16 31.1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1）

实益拥有人 123,717,852,951 好仓 45.89 34.71

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1,013,921,700 好仓 0.38 0.28

合计 124,731,774,651 46.26 35.00

注：（1）截至2020年3月31日，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显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行股票为123,717,852,951股，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票为1,013,921,700股。

（2）由于占比数字经四舍五入，百分比仅供参考。

H股股东

主要股东名称 身份 H股数目（股）

权益

性质

占H股比重（3）（%）

占全部普通股股份比重

（3）（%）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1)

投资经理 12,168,809,000 好仓 14.02 3.4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

实益拥有人 8,663,703,234 好仓 9.98 2.43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Limited

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7,317,475,731 好仓 8.43 2.05

Citigroup�Inc.

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169,667,737 好仓 0.20 0.05

核准借出

代理人

4,247,961,164 好仓 4.89 1.19

合计 4,417,628,901 5.09 1.24

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151,547,385 淡仓 0.17 0.04

注：（1）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确认，该等股份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投资经理代表若干客户（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系根据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最后须予申报之权益披露而作出（申报

日期为2019年6月12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均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因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投资经理可代表客户对该等股份全权行使投票权及独立行使投资经营管理权，亦完全独立

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故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非合计方式，豁免作为控股公司对该等股份权益进行披露。

（2）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向本行提供的资料，报告期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持有本行H股8,037,177,174股。

（3）由于占比数字经四舍五入，百分比仅供参考。

2.5�优先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数量为1户，境内优先股“工行优1”

股东数量为26户，境内优先股“工行优2” 股东数量为32户。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优先股

表决权恢复事项。

前10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报告期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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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

境外法

人

欧元境外优先

股

- 40,000,000 100.0 - 未知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2020年3月31日的在册境外优先股股东情况。

（2）上述境外优先股的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获配售人代持

人的信息。

（3）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4）“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

的比例。

“工行优1”前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

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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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200,000,000 44.4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0 11.1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35,000,000 7.8 -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30,000,000 6.7 - 无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

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20年3月31日的“工行优1”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

（2） 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

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工行优1” 的股份数量占“工行优1” 的股份总数

（即4.5亿股）的比例。

“工行优2”前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

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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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0 21.4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20,000,000 17.1 - 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0 14.3 - 无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70,000,000 10.0 - 无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70,000,000 10.0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0 7.1 - 无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30,000,000 4.3 - 无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20,000,000 2.9 -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2.1 - 无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2.1 - 无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20年3月31日的“工行优2”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

（2）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

江省公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5L－CT001沪”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

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3）“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工行优2” 的股份数量占“工行优2” 的股份总数

（即7.0亿股）的比例。

§3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财务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实现净利润850.13亿元，同比增长2.81%。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1.09%，年化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13.44%。

营业收入2,269.79亿元，同比下降3.62%。 利息净收入1,542.87亿元，增长4.11%。 年化

净利息收益率2.20%。 非利息收入726.92亿元，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72.83亿元，增长

2.49%。 业务及管理费377.28亿元，下降2.38%。 成本收入比16.62%。

报告期末，总资产320,944.7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850.42亿元，增长6.59%。 客户贷

款及垫款总额（不含应计利息）175,159.21亿元，增加7,546.02亿元，增长4.50%，其中境内

分行人民币贷款增加6,613.87亿元，增长4.43%。从结构上看，公司类贷款105,589.95亿元，

个人贷款65,481.04亿元，票据贴现4,088.22亿元。 投资81,580.37亿元，增加5,109.20亿

元，增长6.68%。

总负债293,141.84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18,967.51亿元， 增长6.92%。 客户存款242,

202.94亿元，增加12,426.39亿元，增长5.41%。从结构上看，定期存款120,707.80亿元，活期

存款117,601.16亿元，其他存款1,532.38亿元，应计利息2,361.60亿元。

股东权益合计27,802.9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82.91亿元，增长3.28%。

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2,501.0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9.16亿元；不

良贷款率1.43%，与上年末持平；拨备覆盖率199.37%，提高0.05个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3.15%，一级资本充足率14.19%，资本充足率16.52%，均满足监

管要求。

§4重要事项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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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113,094 68,311 65.56

受业务规模增加及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衍生金融

资产、负债均大幅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14,300 1,017 1,306.10 向中央银行再贷款余额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26,925 85,180 49.01

受业务规模增加及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衍生金融

资产、负债均大幅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906 (1,266) 不适用 主要是公允价值变动储备增加所致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0年

1至3月

2019年

1至3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损失) 11,185 (2,230) 不适用

主要是保本理财产品到期向客户兑付金额下降

以及账户类商品业务收益增加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 (损失)/

收益

(2,619) 371 (805.93) 受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其他业务收入 11,073 37,005 (70.08)

主要是保费业务收入下降以及用于对冲账户类

商品业务的衍生合约损失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20,845 33,630 (38.02) 主要是保险业务成本减少

营业外支出 179 116 54.31 支援疫情防控，公益救济性捐赠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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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行情况

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1月7日审议通过《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合格二级资

本工具的议案》。本行拟在境外市场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值人民币400亿元的外币，

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在境内外市场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4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用于补充本行二级资本。 本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方案

尚待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还需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请参见

本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及本行网站发布的公告。

4.2.2�境外优先股发行情况

本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发行境内外优先股的相关议案。 2020年3

月，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本行在境外发行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的

优先股，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本行其他一级资本。请参见本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

交易所“披露易”网站及本行网站发布的公告。

4.3�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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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发布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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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bc-ltd.com）。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所 “披露

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com）。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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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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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市西城

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亲自出席12名。 官学清董

事会秘书参加会议。监事会部分成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会议由陈四清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王百荣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业务总监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并统筹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分工，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百荣先生为本

行高级业务总监，不再担任首席风险官职务。 王百荣先生的职务调整事项经董事会审议批

准后，须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备案。王百荣先生简历

请见附件一。

截至本公告日，王百荣先生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与本

行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利益关系，亦无持有香港《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XV部所指本行任何股份权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四、关于聘任廖林先生兼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并统筹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分工，董事会决定聘任廖林先生兼任本

行首席风险官。廖林先生的兼任事项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银保监会备案。廖林先

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截至本公告日，廖林先生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与本行

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利益关系，亦无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XV部所指本行任何股份权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五、关于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方案的议案

陈四清董事长、谷澍副董事长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普惠金融业务2020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2019年工作情况与2020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2019年度集团合规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件：一、王百荣先生简历

二、廖林先生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王百荣先生简历

王百荣，男，中国国籍，1962年8月出生。

王百荣先生1991年9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6月任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分行营

业部总经理，2010年5月任重庆市分行副行长，2010年12月任重庆市分行行长，2016年7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

王百荣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专业技术职称为高级经济师。

附件二

廖林先生简历

廖林，男，中国国籍，1966年2月出生。

廖林先生1989年7月加入中国建设银行，2003年11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行副行长，2011年4月起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行长、湖北省分行行长、

北京市分行行长，2017年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任中

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兼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2019年11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廖林先生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后获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专业技术职称为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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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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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于2020年4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 会

议应出席监事6名，亲自出席6名。 会议召开和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会议由杨国中监事长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认为，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实际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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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票代码：

601229

）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