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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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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于2015年10月30日以书面传签形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6名，实际出席董事16名。

1.3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本报告中本行、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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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1.5本行董事长唐双宁、 行长赵欢、 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卢鸿及计财部总经理陈昱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比上年末增减（％）

规模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总资产 3,086,815 2,737,010 12.7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216,361 178,975 20.89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21 3.83 9.92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70,047 57,930 20.9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3,875 23,322 2.37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3,841 23,285 2.39

每股计（人民币元）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 0.51 0.50 2.00

盈利能力指标（％）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3 18.88 -2.05个百分点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现金流量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991 74,024 163.42

注：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在计算时剔除了发行优先股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7-9月 2015年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2 -4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 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4 48

清理睡眠户净收入 1 -2

其他非经常性收益/（损失） 3 1

所得税影响 -12 -1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6 36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4 3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 2

2.2资本充足率及杠杆率指标

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2012年6月7日发布）计

量的截至报告期末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项目 194,768 190,030 177,271 172,898

一级资本净额 214,757 209,995 177,281 172,898

资本净额 251,345 246,496 212,719 208,280

风险加权资产 2,109,975 2,072,455 1,898,231 1,874,57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23 9.17 9.34 9.2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18 10.13 9.34 9.22

资本充足率 11.91 11.89 11.21 11.11

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2015年1月30日发布）

计量的截至报告期末的杠杆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6月30日

杠杆率 5.87 5.73

一级资本净额 214,757 206,309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656,207 3,598,192

2.3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

财务报表中列示的2015年1-9月净利润和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股东权益无差异。

2.4经营情况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30,868.1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78%；负债总额为

28,699.0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21%；存款余额为19,589.3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9.72%；

贷款及垫款总额为14,685.2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01%。

年初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实现净利润239.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7%。 实现营业收

入700.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92%，其中实现利息净收入496.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24%，占比为70.89%；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02.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72%，占

比为28.92%。

年初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发生营业支出384.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71%，其中业务

及管理费支出185.19亿元， 同比增长11.71%； 资产减值损失支出145.50亿元， 同比增长

144.13%。

截至报告期末，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本集团不良

贷款余额为210.3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55.0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43%，比上年末上升0.24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64.75%，比上年末下降15.77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由于优先股发行、利润增长等因素，本集团按照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的资本充足率为11.91％，比上年末上升0.7个百分点；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9.23％，比上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10.18％，比上年末上

升0.84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由于利润增长等因素，本集团按照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

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计算的杠杆率为5.87%，比6月末上升0.14个百分点。

2.5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股382,559名、H股1,051名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份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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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境内法人

11,057,280,034 A股 23.69 - -

127,035,000 H股 0.27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0,880,609,394 A股 23.31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中：

- 6,862,621,500 H股 14.70 - 未知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584,273,000 H股 3.39 - -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156,133,000 H股 2.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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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395,707,361

A股

2.99 -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782,913,367 A股 1.68 - -

58,440,000 H股 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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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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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423,904,689 A股 0.91 -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310,746,842 A股 0.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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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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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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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数合计6,862,62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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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H�股股数为1,584,273,000�股、1,156,1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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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6,740,

500�股。

2.6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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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法人 -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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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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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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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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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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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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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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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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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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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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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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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4 40,316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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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604 4,377 96.57 交易性债券规模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1,722 286,682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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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利息 19,111 14,621 30.71 随生息业务规模增长而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8,062 138,559 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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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82 111,697 37.59 加大国债、地方债等持有到期投资规模

应收款项类投资 465,143 333,911 39.30 受益权投资和持有他行理财规模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78 3,034 37.71

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增加，导致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资产 50,343 29,137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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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0 30,040 -53.26 借入中央银行款项规模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1,124 781 43.92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

重估损失增加

应交税费 6,291 3,829 64.30 应交所得税增加

应付债券 197,067 89,676 119.75 同业存单规模增加

其他负债 22,318 12,119 84.16 待清算款项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450 222 1,003.60

本期市场利率下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

估值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 19,965 - 不适用 发行优先股

项目

2015年1-9

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0,261 13,443 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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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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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892 -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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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净收益/（损失） (192) 95 -302.11

受人民币即期汇率及我行外汇敞口变动影

响，汇兑净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4,550 5,960 144.13 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2,228 3,490 -36.16

本期市场利率降幅小于上年同期，产生的估

值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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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于2015年9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同意向中国光大集团股份

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40亿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所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核心资本。 该事项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行及持股5％以上股东无新的承诺事项。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及持股5％以

上股东所作的持续性承诺均得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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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6其他重要事项

本行于2015年9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同意选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16年度境内外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该事项尚待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发布季度报告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

五、附录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附后）。

法定代表人签名：唐双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4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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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10月30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16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6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6票，同意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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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登载于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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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取消<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6票，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审议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待相关程序完成后，另行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在换届选举完成前继续履

行董事职务。

该项议案涉及的股东大会取消议案公告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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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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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欢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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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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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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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6票，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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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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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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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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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证券” ）核定6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3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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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东方证券核定6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品种为衍生

产品交易0.5亿元、黄金租赁5亿元、货币市场交易9.5亿元、保本型投资20亿元、理财专项增

信限额25亿元，期限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专项增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

业务，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本行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

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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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行监事吴俊豪在东方证

券担任董事，因此东方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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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行监事吴俊豪在东方证券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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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方证券成立于1997年，由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文汇

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注册地址为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主要办公地点在上

海，法定代表人为潘鑫军。 2003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6日，经证监会批准，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0958）。

根据证券业协会披露的2014年行业排名情况， 东方证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排

名第19，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排名第13，股票主承销家数排名第17，债券主承销

家数排名第22， 客户资金余额行业排名第18，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行业排名第

12，融资融券业务收入排名第22。

截至2014年末，东方证券资产总额为1075.30亿元，负债总额为889.05亿元，所有者权

益为186.25亿元。 2012年至2014年， 东方证券营业收入分别约为24.27亿元、32.88亿元和

55.00亿元，同期的净利润分别约为6.91亿元、10.21亿元和23.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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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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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核定6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品种为衍生

产品交易0.5亿元、黄金租赁5亿元、货币市场交易9.5亿元、保本型投资20亿元、理财专项增

信限额25亿元，期限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专项增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

业务，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本行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

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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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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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3日，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同意

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5年10月30日，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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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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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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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行” )的独立董事，我们

对提交2015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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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等议案提交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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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行” )的独立董事,我们

对提交2015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行对东方证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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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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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光大银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以

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张新泽 独立董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委员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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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

2015-04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

议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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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9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18 光大银行 2015/10/20

二、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 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1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2、 取消议案原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于2015年9月25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选

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并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鉴于该议案涉及的相关程序尚未最终完成，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于

2015年10月30日作出决议，建议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审议《关于选举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待相关程序完成后，另行提交董事会、监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本行于2015年9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9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9日

至2015年11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1.01 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

1.02 发行方式 √ √

1.03 发行对象 √ √

1.04 发行数量 √ √

1.05 认购方式 √ √

1.06 定价基准日 √ √

1.07 发行价格 √ √

1.08 限售期 √ √

1.09 上市地点 √ √

1.10 滚存利润安排 √ √

1.11 募集资金用途 √ √

1.12 决议有效期 √ √

2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

3

关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认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 √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免于发出全面收购

要约的议案

√ √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

有关事宜的议案

√ √

6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

7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 √

8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9

关于修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的议案

√ √

10

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我行2016

年度境内外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5、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已经本公司201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15年9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以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6、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5

7、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6、10

8、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3、4、5、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

9、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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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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 ）核定8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4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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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光大证券核定8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品种为衍生

产品交易0.5亿元、黄金租赁5亿元、货币市场交易9.5亿元、保本型投资25亿元、理财专项增

信限额40亿元，期限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专项增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

业务，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本行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

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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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是本行主要股东中国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 ）直接控制的法人，且本行董事长唐双宁先生、副董

事长高云龙先生及监事殷连臣先生同时在光大证券担任董事，因此光大证券为本行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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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光大证券是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 且本行董事长唐双宁先生、

副董事长高云龙先生及监事殷连臣先生同时在光大证券担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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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证券创建于1996年，系由光大集团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是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主要办公地点在上海，法定代表人为薛峰。 2009年8月18日，经证监会批准，在上交所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601788）。

2014年全年，光大证券经纪业务股基交易份额2.94%，行业排名第11；投行系统完成3

个IPO、15个债券主承销项目及46个新三板项目； 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及各项期货业务也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

截至2014年末，光大证券资产总额为1149.45亿元，负债总额为883.25亿元，所有者权

益为266.20亿元。 2012年至2014年， 光大证券营业收入分别约为36.52亿元、40.20亿元和

66.01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0.33亿元、2.84亿元和21.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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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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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核定8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品种为衍生

产品交易0.5亿元、黄金租赁5亿元、货币市场交易9.5亿元、保本型投资25亿元、理财专项增

信限额40亿元，期限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专项增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

业务，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本行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

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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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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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3日，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同意

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5年10月30日，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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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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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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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行” )的独立董事，我们

对提交2015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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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等议案提交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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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行” )的独立董事,我们

对提交2015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行对光大证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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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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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光大银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以

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张新泽 独立董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委员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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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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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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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10月30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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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并出具以下审核意见：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取消<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

监事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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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同意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审议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待相关程序完成后，另行提交监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第六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在换届选举完成前继续履

行监事职务。

该项议案涉及的股东大会取消议案公告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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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