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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
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
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行第二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本季度報告，
本行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本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本行法定代表人郭樹清、首席財務官龐秀生、財務會計部總
經理應承康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信息

股票簡稱 建設銀行
股票代碼 601939（A股）
上市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票簡稱 建設銀行
股票代碼 939（H股）
上市證券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姓名 陳彩虹
聯繫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25號
電話 86–10–66215533
傳真 86–10–66218888
電子郵箱 ir@c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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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主要合併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本季度報告所載財務資料參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除特別註明
外，為本行及所屬子公司（統稱「本集團」）數據，以人民幣列示。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資產總額 8,674,633 7,555,452 14.81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492,563 465,966 5.71

每股淨資產（人民幣元） 2.11 2.00 5.50

年初至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82,929) 1,285.41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人民幣元） (0.78) 1,285.41

報告期
年初至報告

期末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淨利潤 26,276 26,276 (18.22)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26,256 26,256 (18.25)
基本和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11 0.11 (21.4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每股收益
　（基本及稀釋，人民幣元） 0.11 0.11 (21.43)
年化淨資產收益率（全面攤薄，%) 21.32 21.32 減少7.42個百分點
年化淨資產收益率（加權平均，%) 21.91 21.91 減少7.49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年化淨資產
　收益率（全面攤薄，%) 21.23 21.23 減少7.43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年化淨資產
　收益率（加權平均，%) 21.82 21.82 減少7.49個百分點

非經常損益項目列示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2009年1–3月
固定資產處置淨收益 3
抵債資產處置淨收益 9
清理睡眠戶淨收益 25
其他損益 78
非經常性損益合計 115
稅務影響 (4)
影響少數股東淨利潤的非經常性損益 –
影響本行股東淨利潤的非經常性損益 111

2.3 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差異

本集團參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合併財務報表及參照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合併財務報表中列示的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淨利潤和於2009年3月31日的股東權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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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於2009年3月31日股東總數及股東持股情況表

2.4.1 於2009年3月31日，本行股東總數為1,462,222戶，其中H股股
東55,864戶，A股股東1,406,358戶。

2.4.2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以下數據來源於2009年3月31日在冊股東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 持股總數 股份種類

中央滙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
48.17 112,569,894,534 H股

0.06 128,608,238 A股
美國銀行公司1 境外法人 16.73 39,089,472,716 H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2 境外法人 14.94 34,905,682,031 H股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8.85 20,692,250,000 H股
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5 13,207,316,750 H股
寶鋼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28 3,000,000,000 H股
益嘉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境外法人 0.34 800,000,000 H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境內非國有
　法人 0.05 127,440,571 A股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境內非國有
　法人 0.05 122,966,598 A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境內非國有
　法人 0.05 120,000,000 A股

1. 2009年1月，美國銀行公司出售本行H股5,623,655,000股。於2009年3月31日，美國銀行公司
持有本行H股39,089,472,716股，其中25,580,153,370股H股於2011年8月29日之前未經本行書面
同意不得轉讓。美國銀行公司持有本行股份中有60億股H股代理於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名下。除去美國銀行公司持有的60億股H股，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股
份數為34,905,682,031股。
2. 本行發起人股東國家電網公司、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2009年3月31日分別持有本
行H股2,706,339,000股和1,000,000,000股，代理於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3.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央滙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東存
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4. 於2009年3月31日，中央滙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持有本行A股128,608,238股。根據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股份行為指引》規定，中央滙金投資有限責任公
司自2008年9月首次增持起未來12個月內，不減持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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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前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以下數據來源於2009年3月31日在冊股東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4,905,682,031 H股
美國銀行公司 13,509,319,346 H股

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13,207,316,750 H股

寶鋼集團有限公司 3,000,000,000 H股

益嘉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800,000,000 H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127,440,571 A股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122,966,598 A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 
　— 普通保險產品 — 005L — CT001滬 120,000,000 A股
中國工商銀行 — 上證50交易型開放式
　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104,825,881 A股
中國銀行 — 華夏行業精選股票型證券
　投資基金(LOF) 94,749,876 A股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
未知上述股東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情況如下：

— 資產總額86,746.33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1,191.81億元，增長
14.81%；負債總額81,804.48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0,925.58億元，增長
15.41%。

— 客戶貸款和墊款淨額42,042.66億元，較上年末增加5,206.91
億元，增長14.14%，其中投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貸款較上年末增
長18.83%至14,123.27億元；客戶存款72,143.58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8,384.43億元，增長13.15%。

— 股東權益 4,941.85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266.23億元，增長
5.69%。

— 按照貸款五級分類劃分，不良貸款余額819.36億元，較上年
末減少19.46億元；不良貸款率1.90%，較上年末下降0.31個百分點；
撥備覆蓋率141.75%，較上年末提高10.1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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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充足率12.37%，較上年末上升0.21個百分點；核心資本
充足率9.60%，較上年末下降0.57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的上升主要
是由於本行於2009年2月26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總額為
400億元的次級債券充實附屬資本。

— 持有美國次級按揭貸款支持債券賬面價值1.36億美元（折
合人民幣9.28億元），已累計提取減值損失準備7.33億美元（折合人
民幣50.13億元）；彭博綜合信用評級AAA級佔比68.44%，AA級佔比
4.76%，A級佔比5.26%。中間級別債券(Alt-A)賬面價值2.12億美元（折
合人民幣14.52億元），已累計提取減值損失準備3.00億美元（折合人民
幣20.51億元）；彭博綜合信用評級AAA級佔比64.98%。上述債券佔本
集團資產總額比例較小，債券的市場價值波動對盈利影響不大。

對所持美國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相關債券1.8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
12.92億元）全額提取減值損失準備。

持有美國房利美公司和美國房地美公司相關債券賬面價值7.10億
美元（折合人民幣48.52億元），全部為兩家公司發行的債券。上述債
券本息償還正常。

— 利息淨收入508.70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6.55%，主要是受中
國人民銀行2008年9月開始連續調低存貸款基準利率、存量貸款按降
息後利率重定價、存款重定價相對滯後以及存款定期化趨勢等因素
綜合影響，淨利息收益率收窄，生息資產規模增長因素部分抵銷上
述影響。

—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118.4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0.43%。

— 撥備前利潤429.73億元，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淨利潤262.76
億元，其中歸屬於本行股東淨利潤262.56億元。利息淨收入因淨利息
收益率收窄較上年同期下降35.66億元，同時因資產規模增長並審慎
足額計提減值損失准備，資產減值損失較上年同期增加74.40億元。

— 所得稅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9.65億元至77.02億元，所得稅實
際稅率為22.67%。

— 淨利差2.46%，淨利息收益率2.58%，分別較上年同期下降
0.66個百分點和0.68個百分點，主要是受中國人民銀行持續降息以及
市場流動性充裕的影響，生息資產平均收益率下降，同時受存款定
期化趨勢影響，計息負債平均成本率降幅低於生息資產平均收益率
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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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出額 1,829.29億元。其中，現金流入
11,594.7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7,480.46億元，主要是客戶存款和同
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的快速增長；現金流出13,424.00億元，較
上年增加9,177.71億元，主要是客戶貸款和墊款的大幅增長以及增持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4 重要事項

4.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除特別註明外，
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09年
3月31日

2008年
12月31日 增減（%） 變動原因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848,042 208,548 306.64
為提高短期資金使用效率，增持買入
返售證券和買入返售票據。

其他資產 16,973 12,808 32.52 其他應收款等資產增加。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存放款項 657,140 447,464 46.86

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
構存款受國內資本市場回暖影響增
加。

拆入資金 29,040 43,108 (32.63) 海外分行拆入資金減少。

交易性金融負債 1,256 3,975 (68.4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結構性存款減少。

已發行債務證券 95,387 53,810 77.27
本行於2009年2月26日發行總額為400
億元的次級債券。

其他負債 38,990 21,986 77.34 應付承銷承兌款項等負債增加。

未分配利潤 85,827 59,593 44.02

當期歸屬於本行股東淨利潤在計提一
般風險準備後結轉導致未分配利潤增
加。

（除特別註明外，
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2009年
1–3月

2008年
1–3月 增減（%） 變動原因

投資收益 2,541 685 270.95
減持部分外幣債券形成債券價差收
益。

公允價值變動
　（損失）╱收益 (100) 290 (134.48)

交易性債券余額下降，且2009年一季
度中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債券市場
價格回落，使得交易性債券公允價值
變動收益下降。

滙兌損益 232 (1,396) (116.62)

部分貨幣利率掉期交易到期，且2009
年一季度滙率、利率走勢變化使得貨
幣利率掉期交易淨收益增加；2009年
一季度人民幣滙率較上年相對穩定，
使得外滙營運資金敞口滙兌損失轉為
收益。

其他業務收入 73 171 (57.31) 子公司其他業務收入下降。

營業支出 (31,595) (23,243) 35.93 資產減值損失增加。

資產減值損失 (8,995) (1,555) 478.46
客戶貸款和墊款減值損失和外幣債券
投資減值損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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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4.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報告期內本行股東無新承諾事項，持續到報告期內承諾事項與招
股說明書披露內容相同。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股東所做承諾均得
到履行。

4.4 本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4.5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
上年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4.6 證券投資情況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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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證券代碼 簡稱
期末持有數量

（股）
初始投資金額
（人民幣元）

期末賬面值
（人民幣元）

期初賬面值
（人民幣元）

會計核算
科目 股份來源

1 601600 中國鋁業 709,773,136 883,586,630 7,360,347,420 4,365,104,786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債轉股投資

2 000578 ST鹽湖2 181,960,736 137,272,834 4,305,588,706 4,088,430,004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債轉股投資

3 600068 葛洲壩 133,445,624 232,566,694 1,369,152,102 914,502,861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債轉股投資

4 998 HK 中信銀行 168,599,268 415,224,855 435,565,620 393,312,543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私有化換
股投資

5 600462 ST石峴 50,600,000 41,248,000 197,402,100 121,201,621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債轉股投資

6 691 HK 山水水泥 77,531,800 94,183,498 193,462,409 120,315,844
交易性金
融資產

從可換股
債券轉換

7 000001 深發展A 8,571,414 31,300,157 136,628,339 81,085,576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設立投資、
行使認股
權證

8 600984 ST建機 24,347,042 44,160,528 121,040,017 71,342,602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債轉股投資

9 1893 HK 中材股份 33,333,000 132,256,554 119,618,706 136,665,106
交易性
金融資產 新股認購

10 111 HK 信達國際 41,810,000 34,431,610 37,233,326 –
交易性金
融資產

從配售中
買入

合計 2,046,231,360 14,276,038,745 10,291,960,943

1. 此表填列本集團於2009年3月31日合併資產負債表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
中核算的證券投資情況，並按期末賬面值大小排序所持前十隻證券的情況。
2. 2009年4月9日「ST鹽湖」證券簡稱變更為「鹽湖集團」。

§5 發佈季度報告

參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季度報告及參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的季度報告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www.sse.com.cn)、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址(www.hkex.com.hk)及本行網址(www.ccb.
com)。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0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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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參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2009年3月31日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3月31日 12月31日 3月31日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1,320,504 1,247,450 1,320,205 1,247,053
　存放同業款項 34,632 33,096 29,707 28,425
　貴金屬 6,453 5,160 6,453 5,160
　拆出資金 18,313 16,836 15,010 28,426
　交易性金融資產 44,608 50,309 37,808 44,491
　衍生金融資產 16,601 21,299 15,608 20,335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848,042 208,548 848,042 208,548
　應收利息 40,316 38,317 40,255 38,297
　客戶貸款和墊款 4,204,266 3,683,575 4,164,105 3,639,9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0,644 550,838 458,967 551,156
　持有至到期投資 1,019,160 1,041,783 1,019,139 1,041,783
　應收款項債券投資 551,308 551,818 551,308 551,818
　對子公司的投資 – – 5,353 4,670
　對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1,743 1,728 – –
　固定資產 63,012 63,957 62,710 63,723
　土地使用權 17,065 17,295 17,000 17,229
　無形資產 1,142 1,253 1,120 1,233
　商譽 1,529 1,527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8,322 7,855 8,549 8,059
　其他資產 16,973 12,808 33,922 26,222

資產總計 8,674,633 7,555,452 8,635,261 7,5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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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續）
2009年3月31日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3月31日 12月31日 3月31日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6 6 6 6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657,140 447,464 658,944 448,461
　拆入資金 29,040 43,108 29,239 53,191
　交易性金融負債 1,256 3,975 1,256 3,975
　衍生金融負債 15,977 18,565 15,562 18,103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635 864 635 864
　客戶存款 7,214,358 6,375,915 7,179,766 6,342,985
　應付職工薪酬 24,835 25,153 24,542 24,807
　應交稅費 39,977 35,538 39,723 35,310
　應付利息 61,346 59,695 61,310 59,652
　預計負債 1,501 1,806 1,501 1,806
　已發行債務證券 95,387 53,810 95,271 52,531
　遞延所得稅負債 – 5 – –
　其他負債 38,990 21,986 37,444 21,321

負債合計 8,180,448 7,087,890 8,145,199 7,06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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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續）
2009年3月31日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3月31日 12月31日 3月31日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未經審計） （經審計）

股東權益：

　股本 233,689 233,689 233,689 233,689
　資本公積 90,241 90,241 90,241 90,241
　投資重估儲備 11,474 11,156 11,481 11,138
　盈余公積 26,922 26,922 26,922 26,922
　一般風險準備 46,650 46,628 46,208 46,200
　未分配利潤 85,827 59,593 82,031 55,867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2,240) (2,263) (510) (501)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492,563 465,966 490,062 463,556
　少數股東權益 1,622 1,596 – –

股東權益合計 494,185 467,562 490,062 463,556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8,674,633 7,555,452 8,635,261 7,526,568

本財務報表已獲本行董事會批准。

郭樹清 龐秀生
董事長 首席財務官
（法定代表人）

應承康 （公司蓋章）
財務會計部總經理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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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潤表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一、 營業收入 65,458 64,910 64,927 63,980

 利息淨收入 50,870 54,436 50,653 54,257
 　利息收入 84,109 83,614 83,816 83,471
 　利息支出 (33,239) (29,178) (33,163) (29,214)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1,842 10,724 11,707 10,679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2,226 11,083 12,069 11,027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384) (359) (362) (348)

 投資收益 2,541 685 2,539 719
 　其中：對聯營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2 4 – –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收益 (100) 290 (260) 197
 滙兌損益 232 (1,396) 223 (1,927)
 其他業務收入 73 171 65 55

二、 營業支出 (31,595) (23,243) (31,217) (22,972)

 營業稅金及附加 (4,019) (3,731) (4,012) (3,724)
 業務及管理費 (18,544) (17,914) (18,192) (17,651)
 資產減值損失 (8,995) (1,555) (8,976) (1,554)
 其他業務成本 (37) (43) (3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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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潤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三、 營業利潤 33,863 41,667 33,710 41,008

 加：營業外收入 203 227 203 227
 減：營業外支出 (88) (98) (88) (98)

四、 利潤總額 33,978 41,796 33,825 41,137

 減：所得稅費用 (7,702) (9,667) (7,653) (9,614)

五、 淨利潤 26,276 32,129 26,172 31,523

 歸屬於：
 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26,256 32,118
 少數股東損益 20 11

六、 基本和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 0.11 0.14

本財務報表已獲本行董事會批准。

郭樹清 龐秀生
董事長 首席財務官
（法定代表人）

應承康 （公司蓋章）
財務會計部總經理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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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客戶存款和同業及其他
 　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淨增加額 1,047,760 298,516 1,046,956 294,665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 9,805 – 21,999

 拆出資金淨減少額 – 3,222 8,381 8,887

 收取的利息、手續費
 　及佣金的現金 91,579 87,854 91,185 87,673

 已發行存款證淨增加額 1,624 2,244 2,788 –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18,508 9,784 22,586 9,20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159,471 411,425 1,171,896 4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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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續）：

 客戶貸款和墊款淨增加額 (527,014) (171,773) (530,507) (168,129)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
 　淨增加額 (101,840) (104,536) (102,112) (104,507)

 拆入資金淨減少額 (14,124) – (24,008) –

 拆出資金淨增加額 (2,039) – – –

 支付的利息、手續費
 　及佣金的現金 (31,970) (25,603) (31,865) (25,621)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
 　支付的現金 (10,853) (10,400) (10,600) (10,317)

 支付的各項稅費 (8,127) (4,861) (8,115) (4,771)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淨增加額 (639,494) (10,615) (639,494) (7,39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淨減少額 (230) (69,032) (230) (69,032)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6,709) (27,809) (14,239) (26,266)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342,400) (424,629) (1,361,170) (416,040)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82,929) (13,204) (189,274)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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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二、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421,307 274,004 418,154 258,564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2 14 11 14

 處置固定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440 199 303 126

 少數股東對子公司增資
 　所收到的現金 – 62 – –

 出售子公司股權所收到的
 　現金 23 – –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21,782 274,279 418,468 258,704

 投資支付的現金 (304,932) (312,677) (299,778) (296,932)

 購建固定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1,731) (1,212) (1,449) (1,135)

 對子公司、聯營和合營企業
 　增資所支付的現金 (10) (363) (683) –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06,673) (314,252) (301,910) (298,067)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的
 　現金流量淨額 115,109 (39,973) 116,558 (3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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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三、 籌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39,931 – 39,931 –

 發行證券化資產收到的
 　現金 – 2,056 – 2,056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9,931 2,056 39,931 2,05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39,931 2,056 39,931 2,056

四、 滙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的影響 50 (1,113) 47 (2,265)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
 　減少額 (27,839) (52,234) (32,738) (33,18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余額 355,811 180,508 354,393 182,702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余額 327,972 128,274 321,655 14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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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現金流量表補充資料：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1) 將淨利潤調節為經營活動的
  現金流量淨額

 淨利潤 26,276 32,129 26,172 31,523

 加：資產減值損失 8,995 1,555 8,976 1,554
 　　折舊及攤銷 2,645 2,221 2,624 2,221
 　　折現回撥 (368) (410) (368) (410)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收益） 100 (290) 260 (197)
 　　對聯營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收益 (2) (4) – –
 　　股利收入 (12) (14) (44) (56)
 　　未實現滙兌（收益）╱
 　　　損失 (790) 1,014 (863) 1,545
 　　已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651 503 651 503
 　　出售投資性證券的淨
 　　　收益 (2,190) (484) (2,163) (480)
 　　出售固定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的淨收益 (4) (8) (4) (8)
 　　遞延所得稅的淨
 　　　（增加）╱減少 (658) 2,074 (680) 2,072

 　　經營性應收項目的增加 (1,274,227) (308,807) (1,270,171) (294,947)

 　　經營性應付項目的增加 1,056,655 257,317 1,046,336 263,065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
 　　　的現金流量淨額 (182,929) (13,204) (189,274)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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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現金流量表補充資料（續）：

本集團 本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淨減少情況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期末余額 327,972 128,274 321,655 149,515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期初余額 (355,811) (180,508) (354,393) (182,7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27,839) (52,234) (32,738) (33,187)

本財務報表已獲本行董事會批准。

郭樹清 龐秀生
董事長 首席財務官
（法定代表人）

應承康 （公司蓋章）
財務會計部總經理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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