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169� � � �公司简称：北京银行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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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本次报告应参与表决董事16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名。

1.3�本行法定代表人张东宁、 行长杨书剑及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杜志红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532,693 2,329,805 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484 174,844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8.87 8.27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8.02 7.43 7.94

不良贷款率（%） 1.23 1.24 下降0.01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278.08 265.57 上升12.51个百分点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4) 8,309 (139.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117 38,814 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27 15,516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643 15,525 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4 11.58 下降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82 (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82 (7.32)

注：1、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的要求确定和计算。

2、报告期内每股收益按报告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21,142,984,272股计算得出，上年

同期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18,248,010,822股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营业外收入 66

营业外支出 (75)

营业外收支净额 (9)

减：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所得税数 (2)

合计 (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8,50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ING�BANK�N.V. 2,755,013,100 13.03 265,486,726 无 0 境外法人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825,228,052 8.63 212,389,38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15,551,275 8.59 889,380,530 无 0 国有法人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812,681,243 8.57 0 质押 1,809,188,742 境内非国有法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720,000,000 3.41 720,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2,175,463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6,981,289 2.35 265,486,726 质押 468,332,3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52,051,046 2.1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398,230,088 1.88 398,230,088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5,487,440 1.49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ING�BANK�N.V. 2,489,526,374 人民币普通股 2,489,526,374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812,681,243 人民币普通股 1,812,681,24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612,838,672 人民币普通股 1,612,838,672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6,170,745 人民币普通股 926,170,74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2,175,463 人民币普通股 632,175,463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52,051,046 人民币普通股 452,051,0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5,487,440 人民币普通股 315,487,4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9,192,097 人民币普通股 239,192,097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1,494,563 人民币普通股 231,494,563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7,129,781 人民币普通股 217,129,7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本行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优先股简称：北银优1� � �优先股代码：360018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1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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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10,000,000 20.41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托·投资1号资金信

托计划

10,000,000 20.41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10.2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000,000 10.2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4,900,000 10.0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德邦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7.76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银1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000,000 6.12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置5号

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6.12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银基金－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3.47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3.27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优先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10,000,000 优先股 10,000,00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托·投资1号资金信

托计划

10,000,000 优先股 10,000,000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优先股 5,0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000,000 优先股 5,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4,900,000 优先股 4,900,000

德邦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优先股 3,8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银1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000,000 优先股 3,000,000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置5号

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优先股 3,000,000

中银基金－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优先股 1,700,000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优先股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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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本行未知其关联关系。

优先股简称：北银优2� � �优先股代码：360023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5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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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德邦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00 30.0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华安未来资产－海通证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00 11.54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10.0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置5号特定

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3,000,000 10.0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托 10,000,000 7.69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号资金信托 10,000,000 7.69 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理财之乐赢系列 7,000,000 5.38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证券稳利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6,500,000 5.00 优先股 无 0 其他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幸福99” 丰裕盈家KF01号银

行理财计划

5,000,000 3.85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银1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0 3.85 优先股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优先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德邦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00 优先股 39,000,000

华安未来资产－海通证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优先股 15,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优先股 13,000,000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置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13,000,000 优先股 13,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托 10,000,000 优先股 10,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号资金信托 10,000,000 优先股 1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理财之乐赢系列 7,000,000 优先股 7,000,000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证券稳利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00,000 优先股 6,500,000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幸福99” 丰裕盈家KF01号银行理财计划 5,000,000 优先股 5,0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银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0 优先股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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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之间本行未知其关联关系。

2.4�杠杆率分析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9月30日 2018年 6月30日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杠杆率（%） 6.48 6.47 6.68 6.58

一级资本净额 188,891 183,374 182,681 175,922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917,147 2,834,694 2,734,653 2,671,790

2.5�流动性覆盖率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末

流动性覆盖率(%) 102.36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310,833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的期末数值 303,654

2.6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集团口径 本行口径 集团口径 本行口径 集团口径 本行口径

1.资本净额 234,515 228,703 219,747 215,020 184,757 180,693

1.1核心一级资本 170,938 168,950 158,006 156,275 125,114 123,810

1.2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9 2,419 10 2,392 12 2,277

1.3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70,929 166,531 157,996 153,883 125,102 121,533

1.4其他一级资本 17,962 17,841 17,926 17,841 17,909 17,841

1.5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 - - - - -

1.6一级资本净额 188,891 184,372 175,922 171,724 143,011 139,374

1.7二级资本 45,624 44,331 43,825 43,296 41,746 41,319

1.8二级资本扣减项 - - - - - -

2.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852,416 1,812,906 1,675,205 1,648,208 1,427,028 1,405,113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7,582 7,582 7,064 7,064 9,532 9,532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88,681 86,966 88,681 86,966 78,128 78,917

5.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948,679 1,907,454 1,770,950 1,742,238 1,514,688 1,493,562

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7% 8.73% 8.92% 8.83% 8.26% 8.14%

7.一级资本充足率 9.69% 9.67% 9.93% 9.86% 9.44% 9.33%

8.资本充足率 12.03% 11.99% 12.41% 12.34% 12.20% 12.10%

9.�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的资本工具：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商业银行2010年9月12日以前发行的不合格二级

资本工具可享受过渡期内优惠政策，即2013年1月1日起按年递减10%。2012�年末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账面金额为99.8亿元，2013年起按

年递减10%，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计入金额为39.91亿元。

注：1、以上数据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

2、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3、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其他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4、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二级资本扣减项。

5、本集团符合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的附属公司包括：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

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延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文成北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秀山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山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石屏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新平北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元江北

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北京银行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严格遵循监管规定，

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坚守风险底线，经营业绩平稳增长。

经营业绩保持稳中有进。截至9月末，全行资产总额达到2.53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

029亿元，增长8.71%；贷款总额1.2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54%；存款总额1.41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10.96%， 各项业务继续保持均衡稳健增长。 前三季度， 全行实现营业收入

411.17亿元，同比增长5.93%；实现净利润166.91亿元，同比增长6.82%；实现利息净收入

329.44亿元，同比增长13.46%。总资产收益率（年化）0.9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

化）13.13%，成本收入比23.34%，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截至9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

为1.23%，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78.08%，较年初上升12.51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与拨备覆盖水平进一步提高。

公司银行业务多点开花。 截至9月末， 全行人民币公司存款稳步迈上万亿元新台

阶，1,000万元以下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5.8%，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户数较去年

同期增加493户；三季度新放贷款利率低于一季度，不良保持平稳，达标“两增两控” 监

管新要求。产品不断丰富，推出“京信链” 、“京管+” 等交易银行互联网产品，推出面向

小微企业的 “农旅贷” 和“书香贷” 特色产品，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客户体验进一步

提升。此外，成功发行银行间首单动态金额调整机制永续中票、首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公募债券；获得人民银行70亿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注册发行额度。

零售银行业务转型升级。截至9月末，全行零售客户突破2,000万户,管理零售客户

资金量规模超过6,500亿元；零售贷款余额3,489亿元，较年初增加417亿元，增长13.6%；

储蓄存款余额2,821亿元，较年初增加333亿元，增长13.4%。持续打造 “三大金融” 品牌

特色，智慧金融方面，深入推进智能化转型，北京地区已有70%综合网点实现智能化改

造，上线新版“掌上京彩” 信用卡APP，用户体验与营销服务全面升级；财富金融方面，

积极应对资管新规，丰富智能储蓄、大额存单、个人结构性存款等产品组合，满足客户

稳健投资需求；惠民金融方面，发挥“富民直通车” 品牌优势，个人普惠金融贷款较年

初新增73亿，增幅近30%，规模增量与利率水平超额完成监管要求。

金融市场业务提质增效。报告期内，全行坚持高效能、高转速、轻资本、轻平台的

“两高两轻” 战略，合规经营，稳健发展，深入推进金融市场业务结构转型与提质增效。

不断优化资产期限结构，保持各类资产良好的效益性及流动性，高收益资产占比较年

初提升3.2个百分点，核心资产加权收益率较年初提升41BP。全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

通过理财、直投、债券、托管等多种产品工具，重点支持棚改、安置房、城乡改造等惠民

工程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全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发布专属金融服务品牌“丝

路汇通” ，与“一带一路” 沿线43个国家281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为200余个重点客

户“一带一路” 沿线项目建设提供境内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

金融科技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推进“移动优先” 战略，支撑零售转型升级。完成手

机银行4.0的投产，结合大数据、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手段打造智能化手机银行。丰富网

点智能柜员机业务功能，实现日均结算量超过28,000笔，网点发卡量同比提升17%。推

动社区支行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提升智能化数据展示能力。全力推进顺义研发中心建

设工程，完成项目主体结构、地下连廊施工，推动内部装修、市政配套等建设工作，打造

技术领先、设施可靠的现代化科技研发中心和金融服务后台基地。积极筹建北京银行

金融科技公司，构建北京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成为科技资源和能力的“新引

擎” 。

四、 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

项

48,134 87,200 (44.80)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减

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0,766 63,072 (35.3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少

其他资产 9,835 7,000 40.50 其他资产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20 137 60.58 衍生金融负债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971 31,172 (51.9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减少

其他负债 44,611 28,959 54.05 其他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55) (2,344) (93.3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5 26 457.6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汇兑损益 248 (45) 不适用 汇兑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66 16 312.50 营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75) (29) 158.62 营业外支出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64 110 (41.82) 少数股东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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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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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东宁

日期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18-03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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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二〇一八年第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决议表决

截止日为2018年10月30日。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0月22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名。会议由张东宁董事长召集。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北京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发放北银优1优先股股息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三、通过《关于对ING� Bank� N.V.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授予ING� Bank� N.V.同

业机构综合授信额度5亿美元，业务品种由总行信用风险委员会核定，额度有效期12个

月；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详见本行同日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魏德勇董事、马德汗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18-03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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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二〇一八年第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决议表决

截止日为2018年10月30日。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0月22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实际参与表决监事9名。会议由曾颖监事长召集。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北京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议认为：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本次监事会之前，未发现参与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发放北银优1优先股股息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18-03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ING� Bank� N.V.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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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10月30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对ING� Bank� N.V.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授予ING� Bank� N.V.同业机构综合授

信额度5亿美元，业务品种由总行信用风险委员会核定，额度有效期12个月；自董事会

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ING� Bank� N.V.是本行战略投资者，也是本行最大单一股东，是本行关联方，与其

进行的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本行对ING� Bank� N.V.授信5亿美元，超过本行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根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已构成

重大关联交易，经本行内部授权审批程序审查后，应提交关联交易委员会审批，并报董

事会进行最终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ING� Bank� N.V.为荷兰国际集团全资子公司。荷兰国际集团是一家有着150年历史

的国际金融集团，它在全球为客户提供银行、保险及资产管理等服务，是在1991年由荷

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和荷兰邮政银行集团合并组成的综合性金融集团。ING� Bank� N.

V.是荷兰国际集团重要的业务单元，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控股公司面向全球客户提

供银行和资产管理服务。

2017年末，ING� Bank� N.V.资产总额8463亿欧元，净利润51亿欧元；从核心指标分

析，总资本充足率18.35%，一级资本充足率14.75%， 2017年权益报酬率10.2%，成本收入

比55.5%。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行与ING� Bank� N.V.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本行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行向ING� Bank� N.V.授信，定价合理、公平，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

关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授信流程符合本行内部控制制度要求。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北京银行与ING� Bank� N.V.的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是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会影响

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况。该关联交易符合相关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议案，但如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有明显风险，建议管理层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控制

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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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林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文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芳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4,707,736.33 268,844,295.64 2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071,265.47 129,389,206.96 -1.7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687,269.45 143.80% 256,178,585.20 26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75,575.32 -175.27% -2,591,750.02 5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44,755.30 -107.22% -3,397,354.61 3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431,567.57 -15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5 -175.25% -0.0309 5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5 -175.25% -0.0309 5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2.14% -2.02% 2.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38,000.00 山东华泰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27,767.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8.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5,666.92

合计 805,604.5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3% 23,876,848 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8,397,600 0 质押 8,397,6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5.01% 4,208,900 0

石雯 境内自然人 4.70% 3,943,600 0

傅建群 境内自然人 4.20% 3,524,966 0

邵国勇 境内自然人 3.05% 2,557,164 0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

国红－汇中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1% 2,106,237 0

周建新 境内自然人 2.41% 2,026,113 0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

国红－汇中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1% 1,772,367 0

汪国新 境内自然人 1.79% 1,506,107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3,876,848 人民币普通股 23,876,848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8,3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7,6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4,2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8,900

石雯 3,9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3,600

傅建群 3,524,966 人民币普通股 3,524,966

邵国勇 2,557,164 人民币普通股 2,557,164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06,237 人民币普通股 2,106,237

周建新 2,026,113 人民币普通股 2,026,113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72,367 人民币普通股 1,772,367

汪国新 1,506,107 人民币普通股 1,506,1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石雯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943,6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未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存货 21,024,670.29 14,837,858.21 41.70%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原材料备货及原材料涨价。

长期待摊费用 5,222,034.95 438,497.14 1090.89%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国科互娱的独代费和版权费的增加。

应付账款 22,610,136.26 7,183,087.51 214.77%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原材料备货及原材料涨价。

预付账款 11,936,824.06 4,669,468.43 155.64%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国科互娱游戏推广费用增加，去年同期无此费

用。

预收款项 2,844,539.24 4,803,223.75 -40.78%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预收款的品种销量减少，所以预收款

比去年同期减少。

其他应付款 98,531,325.63 51,575,149.27 91.04%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改变营销模式，产品推广费用增加和

预提专利使用费的资金占用费。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6,178,585.20 70,997,780.19 260.83%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因"两票制"的原因，营业收入比去年

同期增加15,830万元，同比增长224.77%，另外子公司国科互娱带来

营业收入2,669万元，去年同期无此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 196,754,025.77 32,367,749.00 507.87%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因国家医药政策"两票制"的执行，山

东华泰改变营销模式，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15,094万元，同比

增长466.32%。另外子公司国科互娱发生销售费用1,345万元，去年

同期无此费用。

管理费用 16,380,472.99 7,198,218.60 127.56%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增加原因

是律师费等增加114.6万元，物料报废损失增加35万元，子公司国科

互娱产生管理费用682万元，去年同期国科互娱新设成立，此费用

较少。

研发费用 6,165,368.50 3,664,975.96 68.2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华泰公司增加研发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31,567.57 4,414,459.20 -155.08%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国科互娱前期推广费用较大，营业收入回款有

帐期。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96,699.31 12,763,542.20 -111.73% 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出售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尾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000,000.00 0.00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国科互娱现金增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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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同纠纷（个人所得税）

2013年11月，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与胡小泉（自然人）签订《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

专利授权使用协议》（以下简称“《专利授权协议》” ），协议约定专利期限内，胡小泉将拥有的注射用三磷

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给山东华泰有偿使用，山东华泰每年向胡小泉支付授权使用费1400万元，列入

当期的成本费用。

2016年6月，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支付2014-2015年度合同款448万元（即2014-2015年度个税部

分），以及对应期间的资金使用费123.86万元。2017年2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民初4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东华泰败诉。山东华泰不服上述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0）。2018年6月，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

2018年7月， 山东华泰已将法院判决确定的应付金额共8,015,520.4元及法院执行费67,478元汇入山东省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并已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结案决定书》，详见公司于

2018年7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执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

2、立案调查

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9）。

公司已于2018年8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此后，公司于2018年8

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

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

3、专利权权属纠纷

2018年6月， 山东华泰就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针剂及其生产方法的专利权权属纠纷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已获得受理，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此后，山东华泰提出撤诉申请，并获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批准，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诉讼撤诉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6）。

4、合同纠纷（合同无效）

山东华泰认为，山东华泰在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申请日前已经生产出注射用三磷酸腺苷

二钠氯化镁产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山东华泰生产、销售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产品无需胡小泉许

可，也无需支付专利授权使用费。鉴于山东华泰与胡小泉签署《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使

用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山东华泰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并已获得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5）。

5、合同纠纷（胡小泉要求支付《专利授权协议》余款）

山东华泰未按期足额支付《专利授权协议》约定的授权使用费，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一次性支付

总款项的余款，并向胡小泉支付逾期资金使用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7）。此后，山东华泰开户银行根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要求，对山东华泰存款共9000万元进行冻结，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

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6、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出售持有的山东华泰50%股权。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公告。此后，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对山东华泰50%股权进行公开挂

牌转让，挂牌起止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1月1日。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5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7、投资建设厂房

山东华泰在山东省蓬莱市刘家沟镇工业园投资建设新厂房，新厂房将用于建设符合GMP规范要求的新

车间，扩大产能，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3）。2018年10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山东华泰拟与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年6月，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支付2014-2015年度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使用协议》合同款

448万元（即2014-2015年度个税部分），以及对应期间的资金

使用费123.86万元。2017年2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山东华泰败诉。山东华泰提起上诉。2018年6月，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驳回上诉。2018年7月，山东华泰执行完毕。

2017年04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10

2018年0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5

2018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执行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

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公司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已于

2018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7年06月15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2018年08月16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2018年08月2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

2018年6月，山东华泰就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

针剂及其生产方法的专利权权属纠纷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起诉状，并已获得受理。此后，山东华泰提出撤诉申请，并

获得批准。

2018年06月27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6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诉讼撤诉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6

山东华泰认为《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专利授权使用

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并

已获得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018年09月0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5

山东华泰未按期足额支付《专利授权协议》约定的授权使用

费，胡小泉起诉山东华泰，要求一次性支付总款项的余款，并

向胡小泉支付逾期资金使用费。此后，山东华泰开户银行根据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山东华泰存款共9000万

元进行冻结。

2018年09月29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7

2018年10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重大资产出售（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山东华

泰50%股权）

2018年09月29日

巨潮资讯网，《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

公告

2018年10月09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北大

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50%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52

山东华泰在山东省蓬莱市刘家沟镇工业园投资建设新厂房，

并与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8年04月28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2018年10月15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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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8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及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

2018年08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证监会行政处罚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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