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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行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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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本行《2007年度报告》全文，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阅读本行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08年3月31日审议并通过了本行

《2007年度报告》。本行全体董事亲自或书面授权委托其他董事出席了会议，

其中，刘惠文董事授权羊子林董事、吕益民董事授权于业明董事代行表决权。

1.3 本行200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根据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行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主席羊子林、行政总裁马腾、财务总监郭荣丽及财

务部总经理曹军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1 .  重要提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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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渤海银行（以下简称“本行”）

法定英文名称：China Bohai Bank Co., Ltd.

英文简称：CBBC或Bohai Bank

法定代表人：羊子林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1004006

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1-205号

邮政编码：300204

互联网网址：http://www.cbhb.com.cn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孙利国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1-205号

联系电话：+86 (22) 5831 6666 

传真：+86 (22) 5831 6528

邮政编码：300204

2.3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本行各营业网点

本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载于《金融时报》和本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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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

境内审计数 境外审计数

营业收入 608,670 620,390

营业利润 44,507 96,808

利润总额 125,768 96,80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6 45,65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562 45,656

总资产 32,485,990 32,485,990

股东权益 4,853,378 4,853,37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97 0.97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94 0.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729 279,7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6 0.06

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涉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81,355

营业外支出 -94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额 -43

合计 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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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境内外会计报表贷款损失准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境内审计数 境外审计数

期初余额 74,808 74,808

报告期计提 108,246 108,246

报告期核销             -               -   

期末余额 183,054 183,054

3.4 截至报告期末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

境内审计数 境外审计数

总负债 27,632,612 27,632,612

存款总额 22,951,035 22,951,035

        其中：定期存款 5,777,980 5,777,980

同业拆入 1,231,483 1,231,483

贷款总额 18,122,807 18,122,807

        其中：公司贷款 14,654,667 14,654,667

                    票据贴现 2,675,434 2,675,434

                    个人贷款 792,706 792,706

注： （1） 存款总额包括公司活期存款、公司定期存款、个人活期存款、个人定期 

  存款、应解汇款及临时性存款；

 （2） 定期存款包括公司定期存款、个人定期存款；

 （3） 贷款总额包括公司贷款、票据贴现、个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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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3.5.1 境内审计数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报告期

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基本 稀释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6 0.94 0.95 0.0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62 -0.73 -0.74 -0.01 -0.01

3.5.2 境外审计数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报告期

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基本 稀释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6 0.94 0.95 0.0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6 0.94 0.95 0.01 0.01

3.6 截至报告期末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主要指标 标准值 2007年末

总资产收益率 　 　 0.19

资本充足率 　 ≥8 27.03

不良贷款率 　 　 0.001

流动性比例 折人民币 ≥25 31.90

存贷款比率 折人民币 ≤75 67.31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8.94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50 23.29

拨备覆盖率 　 　 25,818.62

成本收入比 　 　 67.47

1 本行不良贷款率为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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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3.7.1 境内审计数

单位：人民币千元

股东权益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可供出售投
资公允价值
变动储备

股东权益合计

期初数 5,000,000 20,000 -212,453 113 4,807,660

本期增加        -       -   45,656 62 45,718

本期减少        -       -          -          -           -   

期末数 5,000,000 20,000 -166,797 175 4,853,378

3.7.2 境外审计数

单位：人民币千元

股东权益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可供出售投
资公允价值
变动储备

股东权益合计

期初数 5,000,000     -   -192,453 113 4,807,660

本期增加        -       -   45,656 62 45,718

本期减少        -       -          -          -            -   

期末数 5,000,000     -   -146,797 175 4,853,378

3.8 资本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12月31日

资本净额 5,036,344

        其中：核心资本净额 4,851,375

                    附属资本净额 184,969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18,632,061

资本充足率（%） 27.03

核心资本充足率（%） 26.04

注：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非现

场监管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的通知》规定的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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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本行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列示的截至2007

年12月31日止年度净利润和2007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并无差异。

4 . 股本变动及股东持股情况

4.1 股本结构及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期初数 增减（+/-） 期末数

国  家  股 - - -

国有法人股 3,600,500,000 - 3,600,500,000

境内法人股 400,000,000 - 400,000,000

境外法人股 999,500,000 - 999,500,000

合计 5,000,000,000 - 5,000,000,000

4.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本行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发行普通股50亿股，共有7名发起人股东持

有全部股份。本行7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本行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未发生转让情况，所持本行股份无质押、

托管、冻结情况。

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数 增减 年末数
占比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50,000,000 - 1,250,000,000 25.00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999,500,000 - 999,500,000 19.99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683,500,000 - 683,500,000 13.67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583,500,000    - 583,500,000 11.67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583,500,000 - 583,500,000 11.67

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 500,000,000 10.00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000 - 400,000,000 8.00

合计 5,000,000,000 - 5,0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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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5.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

羊子林 董事、董事会主席 男 63   2005.12.22—2008.12.21

Elizabeth Leung Ching Ching 
(梁菁菁) 董事、董事会副主席 女 55 2005.12.22—2008.12.21

刘惠文 董事 男 53 2005.12.22—2008.12.21

张玉兰 董事 女 67 2005.12.22—2008.12.21

张富生 董事 男 53 2005.12.22—2008.12.21

施洪祥 董事 男 48 2005.12.22—2007.07.24

吕益民 董事 男 45 2007.07.24—2008.12.21

于业明 董事 男 41 2005.12.22—2008.12.21

闫希军 董事 男 54 2005.12.22—2008.12.21

马    腾 董事、行政总裁 男 49 2005.12.22—2008.12.21

Rolf Markus Berweger 
(包为客) 执行董事 男 48  2005.12.22—2007.07.05

连文辉 董事、副行政总裁 男 42 2007.07.05—2008.12.21

郭荣丽 董事、财务总监 女 46 2005.12.22—2008.12.21

刘兆福 独立董事 男 62 2005.12.22—2008.12.21

卫    哲 独立董事 男 37 2005.12.22—2007.07.05

王家泰 独立董事 男 53 2007.07.05—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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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

郑柏林 独立董事 男 62 2005.12.22—2007.07.24

田瑞璋 独立董事 男 63 2007.07.24—2008.12.21

曹远征 独立董事 男 53 2005.12.22—2008.12.21

孙利国 董事会秘书 男 44 2005.12.22—2008.12.21

韩立新 监事 男 40 2005.12.22—2008.12.21

王生甲 外部监事 男 63 2005.12.22—2008.12.21

王德厚 外部监事 男 59 2005.12.22—2008.12.21

胡山岭 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 男 61 2006.01.26—2007.12.07

张    华 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 男 56 2007.12.07—2008.12.21

张松凡 职工监事 男 55 2006.01.26—2007.09.30

吴思麒 职工监事 男 42 2007.12.07—2008.12.21

石俊志 副行政总裁  男 54 2005.12.22—2007.06.08

张士明 副行政总裁 男 54 2007.07.18—2008.12.21

Phang Yew Kiat 
(彭耀杰) 副行政总裁 男 40 2005.12.22—2008.12.21

Simon Mark Page 
(希  孟) 首席风险管理官 男 38 2005.12.22—2008.12.21

刘政权 资讯科技总监 男 44 2005.12.22—2008.12.21

郭金利 业务营运总监 男 44 2008.02.14—2008.12.21

张松凡 行政事务总监 男 55 2008.04.04—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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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劳务报酬情况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劳务报酬系根据本行股东大会、董事

会批准的方案进行核定和发放。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

领取薪酬及劳务报酬共31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总额 3141.10

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薪酬总额 1189.80

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 1189.80

薪酬及劳务报酬区间 人数 

400万元以上 2人

100-400万元 10人

100万元以下 19人

注： 1. 上述数据为税前金额，并未包含延期支付的长期激励人民币744万元和超额 

  绩效奖金人民币400万元； 

 2.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持有本行股份。

6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6.1 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资产总额324.9亿元，信贷规模181.2亿元，其中批发银行贷款余

额136.7亿元，票据融资26.8亿元，零售银行贷款余额17.7亿元；全行负债总额276.3

亿元，各项存款（不含应解汇款及开出本票）余额258.4亿元，其中批发银行存款

余额219.1亿元，零售银行存款余额39.3亿元；实现税后利润4566万元；所有者权益

48.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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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主营业务收入为10.85亿元，主营业务利润为0.45亿元。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业务种类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贷款（含贴现） 818,724 75.44

拆出、存放同业、存放央行、逆回购等业务 144,772 13.34

手续费及佣金 31,492 2.90

债券投资及其他 90,241 8.32

合计 1,085,229 100.00

6.3 贷款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行业
               2007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制造业 6,801,953 37.5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1,671,199 9.2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558,000 8.6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05,341 6.65

批发零售业 947,301 5.23

采矿业 650,000 3.59

建筑业 538,628 2.97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520,621 2.87

教育业 100,196 0.55

合计 13,993,239 77.21

注： 1. 以上数据不含贴现；

 2. 主要行业贷款总额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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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按贷款客户所在地区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地区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占比（%） 贷款余额 占比（%）

天津市 7,165,926 46.39 3,460,591 59.11

山东省 2,700,366 17.48 - -

北京市 1,932,550 12.51 685,000 11.70

河北省 1,592,700 10.31 130,150 2.22

内蒙古 650,259 4.21 500,000  8.54

山西省 625,000 4.05 300,000 5.12

广东省 450,270 2.91 - -

江苏省 241,399 1.56 638,550 10.92

浙江省 20,226 0.13 - -

福建省 970 0.01 - -

陕西省 - - 140,000 2.39

其它地区 67，707 0.44 - -

合计 15,447,373 100.00 5,854,291 100.00

注： 1. 以上数据不含贴现；

 2. 其他地区包括四川省、辽宁省、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

6.5 贷款产品类别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类别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占比（%） 贷款余额 占比（%）

公司类贷款    14,654,667 80.87 5,772,002 77.38

票据贴现      2,675,434 14.76 1,604,735 21.51

个人贷款       792,706 4.37 82,289 1.11

合计     18,122,807 100.00 7,459,026 100.00



��

6.6 前十名客户贷款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前十名贷款客户为：中邮普泰移动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莱

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天津

市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发展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山东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合计贷款金额为人民币42.2亿元（不含贴现），占期末各项

贷款余额的23.29%。

6.7 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高度重视集团客户风险管理，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根据中国银

监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的决定》的有关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对集团客户的授信管理，本行重新修订了《渤海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

管理暂行办法》，完善了集团客户经理职责、子公司客户经理职责、授信期限、授信

额度、信贷损失的责任界定原则等内容。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集团客户授信的统一管

理，集中对集团客户授信进行风险控制。根据集团客户的规模、成长性、风险承担能

力和其他银行已有授信等因素，合理确定对集团客户的总体授信额度，防止过度集中

风险。对集团客户授信时，注意主体的选择，选择有实质资产和稳定现金流的企业作

为主体。配置集团客户经理，全面负责集团客户中母子公司、分公司或联合公司与本

行的关系，协调并指导子公司客户经理的工作。通过收集、分析集团客户的相关信息

和加强对集团客户的监控，及时预警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6.8 贷款风险分类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和中国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

引》，本行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以及损失五类，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风险分类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分类
2007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占比（%）

2006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占比（%）

正常类 18,085,535 99.796 7,458,278 99.990

关注类 36,563 0.200         372 0.005

次级类 - -         376 0.005

可疑类 - -           - -

损失类 709 0.004           - -

合计 18,122,807 100.000 7,459,026 100.000

注：以上贷款余额数据包括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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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不良贷款情况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报告期末，本行批发银行业务无不良贷款，零售银行业务不良贷款余额为70.9万

元，全行不良贷款率为0.004%。

报告期内，对于批发银行业务，本行对《普通客户批发授信业务特殊信贷资产

管理办法》、《普通客户批发授信业务抵债资产管理办法》、《普通客户批发授信

业务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等多个不良资产管理文件进行了修订、完善，并采取以下

措施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一是严格客户准入条件，防止出现新增不良贷款；二是

及时收集并掌握相关行业、客户，特别是关联集团的风险信息，在全行范围内进行

风险预警并采取措施及时退出；三是加强贷后管理，特别注意担保情况变化，完善

内、外部信贷手续；四是按要求计提各类专项准备，充分揭示信贷资产的实际价值

和风险程度。

报告期内，对于零售银行业务，本行严格按照《零售银行逾期贷款催收管理办

法》进行零售银行逾期贷款催收。针对出现的不良贷款，及时、有效地采取电话催

收、发送催收函、上门催收、发送律师函催收、外包清现等措施保全资产，并通过

诉讼，查封逾期贷款企业有效资产，努力回收本行债权。

6.10 表外应收利息、保函、担保、贷款承诺、信用证、银行承
兑汇票等主要表外项目余额及风险管理状况

本行根据中国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将开出信用证、承兑、担保(含保

函、备用信用证)和贷款承诺等表外业务均纳入风险分类的范围。报告期末，本行零

售银行形成表外应收利息；批发业务尚未形成表外应收利息，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等主要表外项目其风险分类结果均为正常类，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银行承兑汇票 2,305,298 1,782,327

开出保函 178,448 65

开出信用证 240,120 1,865

担保 - -

贷款承诺 7,941,751 532,140

表外应收利息 155,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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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本行人民币债券持有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持有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类别 券面总额 收益率（%） 到期日

央行票据 1,690,000 2.796—3.31 2008年1月至2010年3月

金融债券 120,000 3.67—4.15 2008年11月至2011年5月

短期融资券 80,000 3.36—7.08 2008年5月至2008年12月

合计 1,890,000 　 　

6.12 衍生金融工具

报告期末，本行所持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类别和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种类 合同/名义金额
            2007年12月31日公允价值

资产 负债

利率衍生金融产品
利率掉期

989,920 2,623 (2,488)

本行为资金业务而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资金业务包括客户债务管理以及利率

市场套利交易。客户债务管理使客户得以转移、变更或减少其现有或预期的风险。利

率市场套利交易是利用债券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之间的利率差进行套利交易。

6.13 对外投资和自办企业实体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无对外投资和自办企业实体情况。

6.14 抵债资产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无抵债资产。

6.15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报告期内，除对信贷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外，本行无需计提投资减值准备、抵债

资产减值准备等其他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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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重要事项

7.1 重大关联交易

报告期末，本行重大关联交易余额合计为65200万元，均为正常类贷款，占本行报

告期末各项贷款余额的3.59%，占本行报告期末资本净额的12.95%。本行未向关联方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报告期末，关联方在本行存款余额为22.5亿元。

7.2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重大案件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重大案件。

7.3 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7.4 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托管事项，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无需要说明

的承诺事项，不存在委托资产管理事项。

7.5 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受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处

罚。

7.6 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承担本行审计工作，并负责对本行按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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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财务报告

8.1 审计意见

本行200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国内

和国际会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8.2 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7年12月31日

资产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943,872 1,888,489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410,464 1,180,578

拆出资金 130,000 5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6,560 -

衍生金融资产 2,623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198,000 2,192,800

应收利息 60,388 22,621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17,939,753 7,384,218

可供出售投资 963,143 922,254

持有至到期投资 861,929 1,398,821

固定资产 593,758 176,035

在建工程 - 17,606

无形资产 29,601 35,9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799 33,863

其他资产 129,100 34,929

资产总计 32,485,990 15,338,189

单位：人民币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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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续）

2007年12月31日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962,531 -

拆入资金 1,231,483 468,522

衍生金融负债 2,488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70,000 -

吸收存款 22,951,035 9,971,460

应付利息 93,441 10,546

应交税费 87,821 14,035

递延所得税负债 706 56

其他负债 133,107 65,910

负债合计 27,632,612 10,530,529

股东权益：

股本 5,000,000 5,000,000

资本公积 20,000 20,000

累计亏损 (166,797) (212,453)

可供出售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175 113

股东权益合计 4,853,378 4,807,66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2,485,990 15,338,189

单位：人民币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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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度 2006期间

一、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963,496 281,068

利息支出 (446,751) (60,806)

净利息收入 516,745 220,26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1,492 2,30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9,808) (4,45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684 (2,152)

投资收益 83,473 36,96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28 -

汇兑收益/(损失) 4,040 (32,069)

营业收入小计 608,670 223,001

二、营业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233) (10,313)

业务及管理费 (410,684) (378,775)

贷款减值损失 (108,246) (74,808)

营业支出小计 (564,163) (463,896)

三、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 81,355 102

营业外支出 (94) (7)

营业外收入小计 81,261 95

四、利润/(亏损)总额 125,768 (240,800)

所得税 (80,112) 28,347

五、净利润/(亏损) 45,656 (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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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股本 资本公积 累计亏损
可供出售 

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储备

合计

2007年1月1日余额 5,000,000 20,000 (212,453) 113 4,807,660

本年发生额: - - - - -

净利润 - - 45,656 - 45,656

可供出售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税后) - - - 62 62

2007年12月31日余额 5,000,000 20,000 (166,797) 175 4,853,378

2005年12月30日
   (银行成立日) 余额

- - - - -

本期间发生额:

股东投入 5,000,000 - - - 5,000,000

收到财政投资补助 - 20,000 - - 20,000

净亏损 - - (212,453) - (212,453)

可供出售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税后) - - - 113 113

2006年12月31日余额 5,000,000 20,000 (212,453) 113 4,80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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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度 2006期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15,942,106 9,971,460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762,961 468,52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增加额 170,000 -

收取的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967,252 261,835

收到的财税优惠收入 25,705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28 2,868

现金流入小计 17,872,152 10,704,685

发放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0,663,781) (7,459,026)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857,823) (3,125,967)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130,000)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4,005,200) -

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194,303) -

支付的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393,664) (54,69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3,952) (127,4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472) (4,62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228) (205,070)

现金流出小计 (17,592,423) (10,976,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729 (27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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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现金流量表（续）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07年度 2006期间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956,386 5,248,56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5,922 22,718

现金流入小计 6,032,308 5,271,286

投资支付的现金 (5,458,394) (7,558,6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72,261) (274,612)

现金流出小计 (5,930,655) (7,833,2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53 (2,561,94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5,000,000

收到财政投资补助 - 2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02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935)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7,447 2,185,900

加：年／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85,900 -

六、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63,347 2,185,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