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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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行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季度报告，本

行 14 名董事全体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4 本行法定代表人田国立、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刘桂平、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张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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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信息 

股票上市交易所、股票简称

和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601939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939 

境内优先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建行优 1 

股票代码：360030 

境外优先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CCB 15USDPREF 

股票代码：4606 

董事会秘书 胡昌苗 

公司秘书 马陈志 

客服与投诉热线  95533 

投资者联系方式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电子信箱：ir@c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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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数据 

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注明外，为本行及

所属子公司（统称“本集团”）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除特别注明外， 

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资产总额 28,298,121 25,436,261 11.25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2,322,319 2,216,257 4.79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人民币元） 8.81 8.39 5.01 

 

   
  

（除特别注明外， 

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三个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九个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82,326 2.34 571,435 5.89 

净利润 68,670 (4.19) 207,609 (8.7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8,206 (4.14) 205,832 (8.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净利润 68,266 (4.05) 205,982 (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610,678 243.20 

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27 (3.57) 0.82 (8.89)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 

降低 1.85 个

百分点 12.53 

降低 2.60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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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除特别注明外， 

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三个月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九个月 

清理睡眠户净收益 40 157 

捐赠支出 (94) (262)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152) (173) 

其他净收益 126 131 

税务影响 21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9) (147) 

其中：影响本行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60) (150)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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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列示的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净利润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股东权益并无差异。 

2.4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普通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2.4.1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385,176 户，其中 H 股股

东 41,346 户，A 股股东 343,83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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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册股东情况及股东确认情况） 

普通股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报告期内 

增减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国家 
57.03 - 142,590,494,651（H 股） 无 

0.08 - 195,941,976（A 股）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2、3 

境外 

法人 36.88 +10,510,366  92,195,445,058（H 股）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88 - 2,189,259,768（A 股） 无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 

国有 

法人 0.80  - 1,999,556,250（H 股） 无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4 

国有 

法人 0.64  - 1,611,413,730（H 股） 无 

益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 

法人 0.34  - 856,000,000（H 股）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
 

国有 

法人 0.26  - 648,993,000（H 股）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 

国有 

法人 0.20  - 496,639,800（A 股）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 

境外 

法人 0.17  -84,157,262  432,762,961（A 股） 无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22L－

CT001 沪 其他 0.07  - 168,783,482（A 股） 无 

1. 上述股东持有的股份均为本行无限售条件股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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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3.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行 H 股

1,611,413,730 股和 648,993,000 股，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H 股 1,999,556,250 股，其中 599,556,250 股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名下。除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以及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599,556,250 股，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其余 H 股为 

92,195,445,058 股。该股份中也包含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 H 股。 

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持有本行 H 股股份情况如下：国网国际

发展有限公司 296,131,000 股，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315,282,73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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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股情况 

2.5.1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 21 户，其中

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数量为 1 户，境内优先股股东数量为 20 户。 

2.5.2 前 10 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

内增减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00 - 152,500,000 未知 

1. 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 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截至报告期末，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作为代持人代表在清算系统Euroclear Bank S.A./N.V.和Clearstream Banking S.A. 

的获配售人持有优先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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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比例。 

2.5.3 前 10 名（含并列）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内 

增减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6.83 - 161,000,00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其他 15.00 - 90,000,000 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33 - 50,000,00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33 - 50,000,000 无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67 - 40,000,000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00 - 30,000,000 无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其他 4.50 - 27,000,000 无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50 - 27,000,000 无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33 - 20,000,000 无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33 - 20,000,000 无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33 - 20,000,000 无 

1. 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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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内优先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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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优先股表决权恢复事项。经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

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行拟于 2020年 12月 16日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

派息总额共计 157,583,333.33 美元（折合约 10.86 亿元人民币），扣除代扣代

缴所得税实际支付给境外优先股股东 141,825,000 美元，税后股息率 4.65%；

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派发境内优先股股息，派息总额共计 28.50 亿元人民

币（含税），票面股息率 4.75%。 

3 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3.1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集团资产 282,981.2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8,618.60 亿

元，增长 11.25%；负债 259,522.5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7,511.17 亿元，增长

11.86%。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67,113.68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6,885.43 亿元，增长

11.24%。其中，公司类贷款 92,287.90 亿元，个人贷款 71,712.45 亿元，票据

贴现 2,609.00 亿元，应计利息 504.33 亿元。 

金融投资 70,567.4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434.99 亿元，增长 13.58%。 

吸收存款 209,411.83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5,748.90 亿元，增长 14.02%。其中，

定期存款 95,253.39 亿元，活期存款 111,620.57 亿元；公司存款 103,060.55 亿

元，个人存款 103,813.41 亿元；应计利息 2,537.87 亿元。 

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划分，不良贷款为 2,555.28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30.55 亿

元。不良贷款率 1.53%，较上年末上升 0.11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 217.51%，

较上年末下降 10.18 个百分点。 

股东权益 23,458.7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107.43 亿元，增长 4.95%。其中，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为 23,223.1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060.62 亿元，增长

4.79%。 

2020 年 9 月 30 日，考虑并行期规则后，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计量的资本充足率为 16.88%，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3.86%，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 13.15%，均满足监管要求。 

2020 年 7 月，监管部门宣布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过渡期延长至 2021 年末，鼓励采取新产品承接、市场化转让、合同变更、回

表等多种方式有序处置存量资产。本行将根据监管要求，务实高效、积极有

序地推进产品净值化、资产标准化、存量处置等工作，努力实现理财业务的

平稳过渡和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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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利润表项目分析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润 2,076.09 亿元，其中归

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058.32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8.70%和 8.66%，

主要是由于减值损失大幅增加所致。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1.03%，年化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3%。 

利息净收入 4,047.8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6%。净利差为 1.99%，净利息

收益率为 2.13%，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0.13 和 0.14 个百分点，主要受利率市

场化稳步推进、市场利率低于去年同期和存款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135.0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7%。主要是信用卡、

电子银行、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等产品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业务及管理费 1,187.9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09 亿元。成本收入比较上年

同期下降 0.93 个百分点至 22.18%。 

减值损失 1,617.6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15.67 亿元，增长 46.80%。其中，

信用减值损失 1,613.15 亿元，受疫情及贷款规模增加等因素影响，较上年同

期增长 46.73%。 

所得税费用 422.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4.58 亿元。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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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应对措施 

三季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稳步恢复，但外部经济形势复

杂多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逐步增多，疫情变化仍是影响经济恢复的

最主要因素。 

本集团积极履行大行责任，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力推广数字化

运营和服务，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本集团优化应急处置机制，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业务连续性管理，最大程度保障员工健康和确保业务运

营安全。调整风险限额和信贷政策，优化客户评级和授信审批流程。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重点满足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领域及相关行业、普惠金融、制

造业等信贷需求。采取延期还本付息、展期、续贷等措施，帮助受疫情影响

客户纾困。加大服务收费减免力度，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依托金融科技赋能业务，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依托“云工作室”，为个人和

公司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线上金融服务。利用全流程在线办理的“快贷”等消

费信贷业务，为个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消费融资服务。发挥“建行全球撮

合家”线上平台优势，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的线上展会运营与跨境对接。依

托智慧政务平台，开展疫情防控资讯发布、信息收集上报、医疗资源分配，

助力构建全国疫情信息发布网络；推出“建行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推动城乡

社区构筑“线上+线下”立体防控体系。 

前瞻主动消化风险，夯实资产质量基础。本集团坚持经营发展以风险管控能

力为边界，完善全面主动智能的风控体系。加快集团统一风险视图建设，提

升协同控险能力。积极开展多轮专项压力测试，评估疫情蔓延对本行资产质

量和经营目标实现的影响。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审慎计

提拨备，加大风险资产处置力度，提高风险抵补能力。本集团每季度监控并

复核预期信用损失计算相关的假设包括各期限下的违约概率及担保品价值的

变动情况。报告期内，估计技术及此类假设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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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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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别注明外，以

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月31日 增减(%) 变动原因 

贵金属  108,475   46,169   134.95 

受贵金属租赁规模增加及价格

上涨影响。 

衍生金融资产  50,168   34,641  44.82 

受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影响，衍

生金融资产期末估值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213   72,314  31.67 

主要是贷款资产减值准备对应

的暂时性差异增加等所致。 

其他资产  267,932   195,461  37.08 

主要是待结算及清算款项增加

所致。 

向中央银行借款  751,272   549,433  36.74 

主要是三季度央行中期借贷便

利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378,626   281,597  34.46 主要是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63,870   33,782  89.07 

受市场利率、汇率和贵金属价格

波动影响，衍生金融负债期末估

值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4,923   114,658  (69.54) 

三季度流动性较为充裕，叙做的

卖出回购证券业务减少。 

预计负债  68,170   42,943  58.75 

主要是由于为表外资产计提的

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306  31,986  (58.40) 

主要是由于债券投资公允价值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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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

以人民币百万元列

示）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九个月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九个月 增减(%) 变动原因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436 165 164.24 

主要是子公司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

失）/收益 (2,584) 2,944 (187.77) 

受债券市场利率波动影响，

债券投资重估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61,315) (109,943) 46.7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拨备计

提力度加大及贷款投放规

模增加等因素影响。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448) (253) 77.08 

主要是子公司的个别长期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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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650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详

情请参见本行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9 月，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增资相关事宜，注册资本从 24.67

亿元增加至 105 亿元，本行对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详情请参见本行 2020 年 7 月 17 日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7 月，经银保监会批准，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人寿”）

注册资本从 44.96 亿元增加至 71.20 亿元，本行对建信人寿的持股比例保持不

变，目前建信人寿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详情请参见本行 2019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7 月，本行签署发起人协议，拟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80 亿元，资金分五年到位。详情请参见本行 2020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7 月，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相关事宜，注册资本从 80 亿

元增加至 110 亿元。详情请参见本行 2020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相关事宜，注册资

本从 2 亿欧元增加至 5.5 亿欧元。详情请参见本行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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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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20 年 7 月 10 日，本行向 A 股股东派发 2019 年度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320

元（含税），合计约 30.70 亿元；2020 年 7 月 30 日，本行向 H 股股东派发 2019

年度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320 元（含税），合计约 769.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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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4.6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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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www.sse.com.cn)及本行网址

(www.ccb.com)。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 “披露易 ”网址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址

(www.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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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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