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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材料所载资料并不构成在香港，美国或其他地区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证券作出要约或提出
购买或认购的邀请。公司的证券并没有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订进行注册，不可在美国提出要约或出售，但是
在根据适用的法律进行注册后或获豁免注册则除外。

本声明包含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27A条及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21E条所界定的“前瞻性声明”。该些前瞻性声明涉
及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并且是在对公司及公司所处行业的现有预期、假设、预计和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的。
除法律另有要求外，公司不承担任何对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以反映日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的义务，也不承担对其预期
作出相应变更的义务。尽管公司相信该些前瞻性声明中所述的预期是合理的，但其并不能向阁下保证其作出的预期在
将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且投资者应注意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与预测的结果有差别。



3
HK000MM7_Public

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主要业绩亮点

（人民币十亿元）    2006200620062006    2005200520052005    增长率增长率增长率增长率 (%) (%) (%) (%)    

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181.6181.6181.6181.6    171.6171.6171.6171.6    +5.8+5.8+5.8+5.8    

税后税后税后税后利润利润利润利润    49.949.949.949.9    33338.08.08.08.0    +31.2+31.2+31.2+31.2    

资产总额资产总额资产总额资产总额    7,508.87,508.87,508.87,508.8    6,456.16,456.16,456.16,456.1        ++++16.316.316.316.3    

贷款总额贷款总额贷款总额贷款总额    3,631.23,631.23,631.23,631.2    3,289.63,289.63,289.63,289.6    +10.4+10.4+10.4+10.4    

存款总额存款总额存款总额存款总额    6,351.46,351.46,351.46,351.4    5,736.95,736.95,736.95,736.9    +10.7+10.7+10.7+10.7    

            变动率基本点变动率基本点变动率基本点变动率基本点    

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比(%)(%)(%)(%)((((1111))))    36.336.336.336.3    40.140.140.140.1    ---- 380 380 380 380    

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 (%) (%) (%) (%)    0.710.710.710.71    0.660.660.660.66    + + + + 5555    

加权加权加权加权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权益回报权益回报权益回报权益回报率率率率 (%) (%) (%) (%)    11115555....37373737    ––––        

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    ((((%)%)%)%)    3.793.793.793.79    4.694.694.694.69                            ----    90909090    

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良贷款准备金率 (%) (%) (%) (%)    70.70.70.70.56565656    54.254.254.254.20000    + + + + 1,61,61,61,636363636    

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    12.2312.2312.2312.23    8.118.118.118.11    ++++444412121212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    14141414....05050505    9999....89898989    ++++444416161616    

 (1) 计算不含营业税金及附加，2005年成本收入比的计算扣除了有关特别国债的利息收入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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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

� 上市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市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市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市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 各业务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各业务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各业务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各业务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

� 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

� 业务业务业务业务、、、、渠道和客户结构持续优化渠道和客户结构持续优化渠道和客户结构持续优化渠道和客户结构持续优化

�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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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OIPOIPOIPO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OIPOIPOIPO

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27272727日日日日
H股160亿美元
A股60亿美元

首次公开招首次公开招首次公开招首次公开招股股股股

220 220 220 220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有史以来规模有史以来规模有史以来规模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HHHH股股股股、、、、AAAA股及股及股及股及
A+HA+HA+HA+H股发行项目股发行项目股发行项目股发行项目

第一笔第一笔第一笔第一笔A+HA+HA+HA+H股股股股
同步上市项目同步上市项目同步上市项目同步上市项目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一成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一成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一成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一(1)(1)(1)(1)

强劲的后市表现强劲的后市表现强劲的后市表现强劲的后市表现((((1)1)1)1)
HHHH股股股股

+57.33%+57.33%+57.33%+57.33%

AAAA股股股股

+98.72%+98.72%+98.72%+98.72%

进入多个重要指数进入多个重要指数进入多个重要指数进入多个重要指数((((2)2)2)2)
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恒生指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3%3%3%3%

MSCIMSCIMSCIMSCI中国指数中国指数中国指数中国指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6%6%6%6%

HHHH股指数股指数股指数股指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9%9%9%9%

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14%14%14%14%(1)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截至2006年12月29日， 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市值计算方法：（A股价格*A股股数）/人民币兑美元当日汇率+（H股价格*H股股数）/港币兑美元当日汇率(2)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截至2007年3月30日

274.6
250.9 240.9

212.3

169.7 165.4
143.1 133.9 127.2 121.3

花旗花旗花旗花旗 美洲美洲美洲美洲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汇丰汇丰汇丰汇丰 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 中行中行中行中行 建行建行建行建行 三菱三菱三菱三菱UFJUFJUFJUFJ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富富富富国银国银国银国银行行行行

（（（（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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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保持规模优势

贷款第一贷款第一贷款第一贷款第一

存款第一存款第一存款第一存款第一

�新兴市场最佳银行新兴市场最佳银行新兴市场最佳银行新兴市场最佳银行

�中国最佳银行中国最佳银行中国最佳银行中国最佳银行

�中国内地最佳托管行中国内地最佳托管行中国内地最佳托管行中国内地最佳托管行

�中国最佳现金管理行中国最佳现金管理行中国最佳现金管理行中国最佳现金管理行

�中国最佳人民币现中国最佳人民币现中国最佳人民币现中国最佳人民币现

金管理银行金管理银行金管理银行金管理银行

�最佳小企业融资方案最佳小企业融资方案最佳小企业融资方案最佳小企业融资方案

�中国最佳国有零售中国最佳国有零售中国最佳国有零售中国最佳国有零售

银行银行银行银行
3,2903,2903,2903,290

3,6313,6313,6313,631
3,2243,2243,2243,224

2,4322,4322,4322,432

927927927927

AAAA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BBBB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CCCC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5,7375,7375,7375,737 6,3516,3516,3516,351

1,4201,4201,4201,420

4,0914,0914,0914,091
5,0365,0365,0365,036

AAAA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BBBB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CCCC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12.6%12.6%12.6%12.6%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26.1%26.1%26.1%26.1%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小企业贷款先进小企业贷款先进小企业贷款先进小企业贷款先进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

(1)(1)(1)(1)

(1)(1)(1)(1)(1) 基于其2006年上半年增长率的估计值

产品和服务获得嘉奖产品和服务获得嘉奖产品和服务获得嘉奖产品和服务获得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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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巩固公司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

资产质量优资产质量优资产质量优资产质量优、、、、收益率高的小企业贷款大幅增加收益率高的小企业贷款大幅增加收益率高的小企业贷款大幅增加收益率高的小企业贷款大幅增加(2)(2)(2)(2)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83.283.283.283.2
142.9142.9142.9142.9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 7
1.
8%

+ 7
1.
8%

+ 7
1.
8%

+ 7
1.
8%

公司银行公司银行公司银行公司银行各各各各业务业务业务业务领域的持续领域的持续领域的持续领域的持续领领领领导者导者导者导者

领先的票据贴现业务领先的票据贴现业务领先的票据贴现业务领先的票据贴现业务（余额4,123.13亿元(1)）

最大的托管银行最大的托管银行最大的托管银行最大的托管银行（托管基金份额市场占比32.13%）

领先的银团贷款银行领先的银团贷款银行领先的银团贷款银行领先的银团贷款银行（余额972.82亿元(1)）资料来源：2006年公司年报，人民银行行业数据（中国会计准则）(1) 境内口径(2) 小企业指销售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

领先的公司存款业务领先的公司存款业务领先的公司存款业务领先的公司存款业务（余额28,381.85亿元人民币(1)）
领先的公司贷款业务领先的公司贷款业务领先的公司贷款业务领先的公司贷款业务（余额25,307.32亿元人民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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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取得新突破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银行银行银行银行各各各各业务业务业务业务领域蝉联冠军领域蝉联冠军领域蝉联冠军领域蝉联冠军

个人存款个人存款个人存款个人存款(1)(1)(1)(1)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个人贷款个人贷款个人贷款个人贷款(1)(1)(1)(1)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资料来源：2006年公司年报，人民银行行业数据（中国会计准则），财政部，保监会(1) 境内口径

19.7%19.7%19.7%19.7%

15.0%15.0%15.0%15.0%

银行卡银行卡银行卡银行卡 370.0370.0370.0370.0241.0241.0241.0241.0145.2145.2145.2145.2 188.6188.6188.6188.6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银行卡银行卡银行卡银行卡业务业务业务业务获得巨大突破获得巨大突破获得巨大突破获得巨大突破

+29.
9%

+29.
9%

+29.
9%+29.
9%

+53.5
%

+53.5
%

+53.5
%

+53.5
%

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信用卡发卡量突破1,0001,0001,0001,000万张万张万张万张

信用卡消费额突破信用卡消费额突破信用卡消费额突破信用卡消费额突破1,0001,0001,0001,000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卡数卡数卡数卡数 ((((百万张百万张百万张百万张))))消费额消费额消费额消费额 ((((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
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

领先的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行领先的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行领先的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行领先的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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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

与战略投资者的战与战略投资者的战与战略投资者的战与战略投资者的战
略合作进一步深化略合作进一步深化略合作进一步深化略合作进一步深化

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和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和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和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和
““““三会三会三会三会””””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议事规则

上市后股权结构进上市后股权结构进上市后股权结构进上市后股权结构进
一步多元化一步多元化一步多元化一步多元化，，，，引入引入引入引入
国际顶尖机构投资者国际顶尖机构投资者国际顶尖机构投资者国际顶尖机构投资者

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构成构成构成构成，，，，委员会辅助决委员会辅助决委员会辅助决委员会辅助决
策职能进一步发挥作用策职能进一步发挥作用策职能进一步发挥作用策职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进一步提高监事会进一步提高监事会进一步提高监事会进一步提高监事会
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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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

3.79%3.79%3.79%3.79%
4.69%4.69%4.69%4.69%

2005200520052005年   年   年   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2006200620062006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1)(1)(1)(1)
7.517.517.517.51%%%%

(1)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主要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 2006200620062006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

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

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

� 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

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

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2006200620062006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1)(1)(1)(1)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2006200620062006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1)(1)(1)(1)
3.79%3.79%3.79%3.79%

4.69%4.69%4.69%4.69%

2005200520052005年   年   年   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 2006200620062006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

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

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2006200620062006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1)(1)(1)(1) � 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网点发案率、、、、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案件风险资

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产损失率处于国内和国际

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同业较低水平

3.79%3.79%3.79%3.79%
4.69%4.69%4.69%4.69%

2005200520052005年   年   年   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 2006200620062006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年月均备付率远低于

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与其它国有银行相

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了资金利用率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2006200620062006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1)(1)(1)(1)

加强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加强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加强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加强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管理� 风险报告制度基本建立风险报告制度基本建立风险报告制度基本建立风险报告制度基本建立� 内部评级法二期工程基本完成内部评级法二期工程基本完成内部评级法二期工程基本完成内部评级法二期工程基本完成� 与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合作与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合作与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合作与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合作，，，，对现有对现有对现有对现有

客户评级体系进行升级和开发客户评级体系进行升级和开发客户评级体系进行升级和开发客户评级体系进行升级和开发

� 建立了净利息率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了净利息率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了净利息率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了净利息率考核评价体系� 强化了本外币资金流动一体化管理强化了本外币资金流动一体化管理强化了本外币资金流动一体化管理强化了本外币资金流动一体化管理� 完成了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作的完成了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作的完成了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作的完成了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作的《《《《

市场风险计量市场风险计量市场风险计量市场风险计量、、、、限额和报告体系项限额和报告体系项限额和报告体系项限额和报告体系项

目目目目》》》》

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加强操作风险管理，，，，� 建立了定期的操作风险监测分析制建立了定期的操作风险监测分析制建立了定期的操作风险监测分析制建立了定期的操作风险监测分析制

度度度度� 编制了编制了编制了编制了《《《《操作风险管理手册操作风险管理手册操作风险管理手册操作风险管理手册》》》》

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提高了资金利用率提高了资金利用率提高了资金利用率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发案率和损失保持较低水平发案率和损失保持较低水平发案率和损失保持较低水平发案率和损失保持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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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 全球银行网络应用全球银行网络应用全球银行网络应用全球银行网络应用
创新奖创新奖创新奖创新奖

� 亚洲最佳网上投资管理亚洲最佳网上投资管理亚洲最佳网上投资管理亚洲最佳网上投资管理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中国最佳个人网上银行中国最佳个人网上银行中国最佳个人网上银行中国最佳个人网上银行

� ““““网上银行评测网上银行评测网上银行评测网上银行评测””””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

� 网上黄金网上黄金网上黄金网上黄金、、、、利添利利添利利添利利添利、、、、稳得利等多项新产品投产稳得利等多项新产品投产稳得利等多项新产品投产稳得利等多项新产品投产，，，，拓宽客户投拓宽客户投拓宽客户投拓宽客户投
资渠道资渠道资渠道资渠道，，，，增加业务收入增加业务收入增加业务收入增加业务收入� 电子银行口令卡等产品大大提高网上银行安全性电子银行口令卡等产品大大提高网上银行安全性电子银行口令卡等产品大大提高网上银行安全性电子银行口令卡等产品大大提高网上银行安全性

渠道转化渠道转化渠道转化渠道转化

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

业务分析业务分析业务分析业务分析

� 电子银行业务占比超过电子银行业务占比超过电子银行业务占比超过电子银行业务占比超过30%30%30%30%� 电子银行手续费同比上升电子银行手续费同比上升电子银行手续费同比上升电子银行手续费同比上升64.6%64.6%64.6%64.6%� 电子银行客户数达到电子银行客户数达到电子银行客户数达到电子银行客户数达到4,9844,9844,9844,984万户万户万户万户，，，，增长了增长了增长了增长了42%42%42%42%

� 实现对公贷款的行业监控实现对公贷款的行业监控实现对公贷款的行业监控实现对公贷款的行业监控、、、、期限控制期限控制期限控制期限控制、、、、权限控制权限控制权限控制权限控制� 成为国内首家具有自动信贷控制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具有自动信贷控制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具有自动信贷控制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具有自动信贷控制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

�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新一代大个金新一代大个金新一代大个金新一代大个金””””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业务综合管理系统（（（（NSPFONSPFONSPFONSPFO），），），），充分充分充分充分
开展交叉销售开展交叉销售开展交叉销售开展交叉销售� 引入客户数据挖掘引入客户数据挖掘引入客户数据挖掘引入客户数据挖掘，，，，加强客户分类加强客户分类加强客户分类加强客户分类，，，，提供差异化服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提供差异化服务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提高收益提高收益提高收益

提供有竞争力提供有竞争力提供有竞争力提供有竞争力

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

优化管理决策优化管理决策优化管理决策优化管理决策

降低损失降低损失降低损失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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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 高盛的高盛的高盛的高盛的三位三位三位三位金融业专家分别担任了信贷风险管理金融业专家分别担任了信贷风险管理金融业专家分别担任了信贷风险管理金融业专家分别担任了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财务和信息披露领域的全职顾问财务和信息披露领域的全职顾问财务和信息披露领域的全职顾问财务和信息披露领域的全职顾问

提升员工素质提升员工素质提升员工素质提升员工素质
� ““““松树街松树街松树街松树街””””领导力培训课程领导力培训课程领导力培训课程领导力培训课程，，，，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资金业务资金业务资金业务资金业务、、、、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题培训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题培训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题培训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题培训

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 � 市场研究市场研究市场研究市场研究，，，，联合开发专属产品联合开发专属产品联合开发专属产品联合开发专属产品� 网上保险和电话银行行销业务经验分享网上保险和电话银行行销业务经验分享网上保险和电话银行行销业务经验分享网上保险和电话银行行销业务经验分享产品分销产品分销产品分销产品分销

牡丹运通商务卡牡丹运通商务卡牡丹运通商务卡牡丹运通商务卡 �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11111111月成功投产月成功投产月成功投产月成功投产

资产质量分析项目资产质量分析项目资产质量分析项目资产质量分析项目 � 共同完成了牡丹运通卡交易受阻率分析共同完成了牡丹运通卡交易受阻率分析共同完成了牡丹运通卡交易受阻率分析共同完成了牡丹运通卡交易受阻率分析

� 在牡丹运通卡市场推广及收单系统方面开展合作在牡丹运通卡市场推广及收单系统方面开展合作在牡丹运通卡市场推广及收单系统方面开展合作在牡丹运通卡市场推广及收单系统方面开展合作市场推广领域合作市场推广领域合作市场推广领域合作市场推广领域合作

业务合作业务合作业务合作业务合作
� ““““珠联币合珠联币合珠联币合珠联币合””””————————第一款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第一款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第一款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第一款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QDQDQDQDIIIIIIII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首个首个首个首个QDQDQDQDIIIIIIII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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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提高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提高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提高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提高

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比率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比率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比率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比率50.3%50.3%50.3%50.3% 52.9%52.9%52.9%52.9%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个人贷款增幅较大个人贷款增幅较大个人贷款增幅较大个人贷款增幅较大

6.14%6.14%6.14%6.14%

9.00%9.00%9.00%9.00%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13%13%13%13%
18%18%18%18%

个人贷款增量占总贷款增量的比率个人贷款增量占总贷款增量的比率个人贷款增量占总贷款增量的比率个人贷款增量占总贷款增量的比率

理财产品销售额首次超过存款增量理财产品销售额首次超过存款增量理财产品销售额首次超过存款增量理财产品销售额首次超过存款增量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208208208208

389389389389

个个个个人存款增量人存款增量人存款增量人存款增量 个个个个人理人理人理人理财产财产财产财产品品品品销售额销售额销售额销售额

05050505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2168216821682168亿元亿元亿元亿元(1)(1)(1)(1) 06060606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年贷款总额增量3416341634163416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1)  2005年的贷款总额剔除了不良资产剥离的影响(2)  境内口径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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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持续推动渠道和客户结构转型

扩大优质扩大优质扩大优质扩大优质、、、、盈利潜力大的客户基础盈利潜力大的客户基础盈利潜力大的客户基础盈利潜力大的客户基础优化物理网点结构优化物理网点结构优化物理网点结构优化物理网点结构，，，，提高效益提高效益提高效益提高效益

进一步加强电子银行网络进一步加强电子银行网络进一步加强电子银行网络进一步加强电子银行网络

19.919.919.919.918.318.318.318.3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7042,7042,7042,7041,4731,4731,4731,473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ATMATMATMATM（（（（千台千台千台千台）））） 自助银行自助银行自助银行自助银行（（（（家家家家））））

境内机构总数境内机构总数境内机构总数境内机构总数（（（（千家千家千家千家）））） 网均净利润网均净利润网均净利润网均净利润（（（（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1)1)1)1)18.818.818.818.8 17.017.017.017.0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92.92.92.92.02.02.02.0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45%

+9%

+84%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同比增同比增同比增同比增长长长长(%)(%)(%)(%)    

公司客公司客公司客公司客户户户户((((万万万万))))         

现现现现金管理客金管理客金管理客金管理客户户户户    >>>>3333....1111        

网网网网上上上上银银银银行客行客行客行客户户户户    >>>>60.60.60.60.0000        

            

零零零零售售售售客客客客户户户户((((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理理理理财财财财金金金金账户账户账户账户    >>>>2.32.32.32.3        

网网网网上上上上银银银银行客行客行客行客户户户户    >>>>23232323    .2.2.2.2        

                

86868686

78787878

57575757

26262626

(1)  网均净利润的计算公式为年度利润/境内外机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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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 2006200620062006年计缴所得税年计缴所得税年计缴所得税年计缴所得税222222222222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114114114114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 2006200620062006年实现年度税后利润年实现年度税后利润年实现年度税后利润年实现年度税后利润499499499499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其中超过其中超过其中超过其中超过360360360360亿元人民币属于国亿元人民币属于国亿元人民币属于国亿元人民币属于国

有股东有股东有股东有股东

�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2006 2006 2006 2006 年年年年捐赠支出超过人民币捐赠支出超过人民币捐赠支出超过人民币捐赠支出超过人民币1, 0001, 0001, 0001, 0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 在第十五个国际残疾人日捐赠人民币在第十五个国际残疾人日捐赠人民币在第十五个国际残疾人日捐赠人民币在第十五个国际残疾人日捐赠人民币23023023023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与司法部与司法部与司法部与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人民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人民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人民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人民大
会堂共同举办了会堂共同举办了会堂共同举办了会堂共同举办了““““工行携手工行携手工行携手工行携手····同一首歌与残疾人法律援助同行同一首歌与残疾人法律援助同行同一首歌与残疾人法律援助同行同一首歌与残疾人法律援助同行””””大型公益晚会大型公益晚会大型公益晚会大型公益晚会

► 以科教扶贫以科教扶贫以科教扶贫以科教扶贫、、、、卫生扶贫卫生扶贫卫生扶贫卫生扶贫、、、、救灾扶贫救灾扶贫救灾扶贫救灾扶贫、、、、项目扶贫以及配合地方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为重项目扶贫以及配合地方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为重项目扶贫以及配合地方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为重项目扶贫以及配合地方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为重
点开展扶贫工作点开展扶贫工作点开展扶贫工作点开展扶贫工作

►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3333月赞助大英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月赞助大英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月赞助大英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月赞助大英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珍宝展世界文明珍宝展世界文明珍宝展世界文明珍宝展””””，，，，促成促成促成促成200200200200多件艺术珍多件艺术珍多件艺术珍多件艺术珍
品的北京之行品的北京之行品的北京之行品的北京之行，，，，这次展览是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次展览是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次展览是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次展览是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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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

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

� 净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收入快速增长净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收入快速增长净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收入快速增长净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收入快速增长

� 保持成本收益优势保持成本收益优势保持成本收益优势保持成本收益优势，，，，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

� 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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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稳定增长的净利息收入和回升的净利息收益率

净利息收入稳步增长净利息收入稳步增长净利息收入稳步增长净利息收入稳步增长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净利息收益率比上半年有所提高净利息收益率比上半年有所提高净利息收益率比上半年有所提高净利息收益率比上半年有所提高

贷款收益率贷款收益率贷款收益率贷款收益率

净利息收益率净利息收益率净利息收益率净利息收益率

存款付息率存款付息率存款付息率存款付息率

5.28%5.28%5.28%5.28%
5.42%5.42%5.42%5.42%

5.11%5.11%5.11%5.11%

2.39%2.39%2.39%2.39%
2.35%2.35%2.35%2.35%

2.61%2.61%2.61%2.61%

1.48%1.48%1.48%1.48%
1.63%1.63%1.63%1.63% 1.66%1.66%1.66%1.66%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163.1163.1163.1163.1

153.6153.6153.6153.6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
增长率

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 6.2%= 6.2%= 6.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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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银银行行行行卡业务卡业务卡业务卡业务    (17.4%)(17.4%)(17.4%)(17.4%)投投投投资银资银资银资银行行行行    (16.7%)(16.7%)(16.7%)(16.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23.0%)(23.0%)(23.0%)(23.0%)

理理理理财业务财业务财业务财业务    (17.7%)(17.7%)(17.7%)(17.7%)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币币币币    结结结结算算算算与清与清与清与清算算算算(25.2%)(25.2%)(25.2%)(25.2%)

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手续费收入增长势头强劲

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加速增长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加速增长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加速增长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加速增长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10.510.510.510.5

16.316.316.316.3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6
2006
2006
2006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 55.0%

= 55.0%
= 55.0%
= 55.0%

重点业务领域增长迅速重点业务领域增长迅速重点业务领域增长迅速重点业务领域增长迅速

2006200620062006年手续费收入组成年手续费收入组成年手续费收入组成年手续费收入组成（（（（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

理财业务理财业务理财业务理财业务

银行卡业务银行卡业务银行卡业务银行卡业务

人民币结算与清算人民币结算与清算人民币结算与清算人民币结算与清算

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投资银行 53.6%53.6%53.6%53.6%

37.6%37.6%37.6%37.6%

70.0%70.0%70.0%70.0%

64.9%64.9%64.9%64.9%

2006200620062006年同比增长年同比增长年同比增长年同比增长

4,6564,6564,6564,6564,2664,2664,2664,266 3,2803,2803,2803,2803,0993,0993,0993,099 3,2283,2283,228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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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效益优势，，，，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

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有效税率降低

39.68%39.68%39.68%39.68% 30.78%30.78%30.78%30.78%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成本收入比更有竟争力成本收入比更有竟争力成本收入比更有竟争力成本收入比更有竟争力(1)(1)(1)(1)
国际大型银行成本收入比国际大型银行成本收入比国际大型银行成本收入比国际大型银行成本收入比(2)(2)(2)(2)

36 .3%36 .3%36 .3%36 .3%

40 .1%40 .1%40 .1%40 .1%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55.755.755.755.7%%%%

(1) 计算不含营业税金及附加，2005年成本收入比扣除了有关特别国债的利息收入及支出(2) 计算基于中行、摩根大通，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富国银行，瑞士银行和Wachovia银行2006年的成本收入比，其中中行的成本收入比计算不含营业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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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37.7137.7137.7
154.4154.4154.4154.4
4.69%4.69%4.69%4.69% 3.79%3.79%3.79%3.79%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

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持续稳健的拨备计提

不良贷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不良贷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不良贷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不良贷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

（（（（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

我行的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我行的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我行的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我行的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54.20%54.20%54.20%54.20%

60.37%60.37%60.37%60.37%

70.56%70.56%70.56%70.56%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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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成功兑现对股东的承诺

税后利润税后利润税后利润税后利润

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

� 稳健投放贷款稳健投放贷款稳健投放贷款稳健投放贷款� 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加强资金业务加强资金业务加强资金业务加强资金业务

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资产回报率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人民币元人民币元人民币元））））(1)(1)(1)(1)
0.150.150.150.15 0.180.180.180.18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20%+20%+20%

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优异的股东回报

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
� 手续费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手续费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手续费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手续费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

营业支出营业支出营业支出营业支出 � 扩大规模效益扩大规模效益扩大规模效益扩大规模效益，，，，严格控制成本严格控制成本严格控制成本严格控制成本

准备金计提准备金计提准备金计提准备金计提 � 更佳的资产质量更佳的资产质量更佳的资产质量更佳的资产质量，，，，更好的抗风险能力更好的抗风险能力更好的抗风险能力更好的抗风险能力

0.66%0.66%0.66%0.66% 0.71%0.71%0.71%0.71%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税项税项税项税项 � 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有效降低税收费用

5555个基本点个基本点个基本点个基本点
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15.37%15.37%15.37%15.37%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1) 基本及稀释



22
HK000MM7_Public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近期的成就和转型的进一步成功

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卓越的财务表现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 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

� 发展战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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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GDPGDPGDPGDP持续高速增长持续高速增长持续高速增长持续高速增长

个人财富不断增长个人财富不断增长个人财富不断增长个人财富不断增长

活跃的活跃的活跃的活跃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

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持续升值

实现实现实现实现WTOWTOWTOWTO承诺承诺承诺承诺，，，，中国金融业完全开放中国金融业完全开放中国金融业完全开放中国金融业完全开放

更为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更为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更为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更为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

汇率和利率的逐步放开汇率和利率的逐步放开汇率和利率的逐步放开汇率和利率的逐步放开

投资者的要求提高投资者的要求提高投资者的要求提高投资者的要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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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业务发展业务发展业务发展业务发展

区域及区域及区域及区域及
渠道发展渠道发展渠道发展渠道发展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

� 实施第一零售银行战略实施第一零售银行战略实施第一零售银行战略实施第一零售银行战略

� 稳健发展信贷业务稳健发展信贷业务稳健发展信贷业务稳健发展信贷业务

� 跨越式发展资金及中间业务跨越式发展资金及中间业务跨越式发展资金及中间业务跨越式发展资金及中间业务

� 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

的业务布局的业务布局的业务布局的业务布局

� 建立功能强大建立功能强大建立功能强大建立功能强大、、、、国际一流的国际一流的国际一流的国际一流的

电子银行服务平台电子银行服务平台电子银行服务平台电子银行服务平台

� 重点发展重点发展重点发展重点发展长三角长三角长三角长三角、、、、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

环渤海环渤海环渤海环渤海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 以以以以中部重点城市中部重点城市中部重点城市中部重点城市为新的利润为新的利润为新的利润为新的利润

增长点增长点增长点增长点

�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电子银行电子银行电子银行电子银行对传统柜面业对传统柜面业对传统柜面业对传统柜面业

务的替代率和利润贡献率务的替代率和利润贡献率务的替代率和利润贡献率务的替代率和利润贡献率

�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多层次多层次多层次多层次零售客户服务体零售客户服务体零售客户服务体零售客户服务体

系系系系

� 拓展拓展拓展拓展小企业小企业小企业小企业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贸易融资业务贸易融资业务贸易融资业务贸易融资业务

� 全方位开拓全方位开拓全方位开拓全方位开拓理财业务理财业务理财业务理财业务及加强及加强及加强及加强

交易类业务创新交易类业务创新交易类业务创新交易类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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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展战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 利用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利用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利用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利用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拓拓拓拓

展重点业务领域展重点业务领域展重点业务领域展重点业务领域

� 完善全球化经营布局完善全球化经营布局完善全球化经营布局完善全球化经营布局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下一步工作计划

� 完善公司治理完善公司治理完善公司治理完善公司治理、、、、加强风险管加强风险管加强风险管加强风险管

理理理理

�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 实施人才提升计划实施人才提升计划实施人才提升计划实施人才提升计划

�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建设高建设高建设高建设高

效的流程银行效的流程银行效的流程银行效的流程银行

� 基于基于基于基于EVAEVAEVAEVA的考核制度的考核制度的考核制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和激励和激励和激励

机制机制机制机制

� 全面进行全面进行全面进行全面进行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初级法初级法初级法初级法

所有工作所有工作所有工作所有工作

综合化综合化综合化综合化、、、、
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

营运平台营运平台营运平台营运平台

� 以以以以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为突破为突破为突破为突破，，，，深深深深

化化化化银保银保银保银保业务合作业务合作业务合作业务合作

� 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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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佳代表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佳代表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佳代表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佳代表

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至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至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至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至3.79%3.79%3.79%3.79%

2006200620062006年度税后利润同比增长年度税后利润同比增长年度税后利润同比增长年度税后利润同比增长31.2%31.2%31.2%31.2%

成功实现成功实现成功实现成功实现A+HA+HA+HA+H同步上市同步上市同步上市同步上市，，，，刷新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刷新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刷新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刷新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多项纪录

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