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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要 

 

  ● 新承诺贷款的 90%以上投向能源、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石油石化等六大行业；贷款余额
的 55%以上投向中西部地区。 

  ● 通过加强贷款回收、实施债转股等，使不良资产比率从 1999年的 18.66%下降到 2000年的 8.78%。 

  ● 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发行金融债券 (1,450亿元) 和吸收客户存款 (103亿元) 两大部分。通过调整新
发行债券的期限，使债券平均期限变长，并使资产负债期限配比更加合理。 

  * 不良资产比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五级分类法计算，与国际惯例基本相同。 

 
 
 
 
 
 
 
 
 
 
 
 



行长致辞 

 

行长－－陈元 

  新的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可以挥毫泼墨的白纸，一个可以反思过去，调整政策，筹划未来的新的机

遇。 

  回顾国家开发银行过去一年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开发银行不但一如既往地在支持国家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取得新的成就，而且在改善自身经营业绩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2000年，在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下，开发银行的发展和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我们在贯彻国家扩大内
需，投资拉动的政策方面，继续发挥了独特作用；聘请了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和金融界人士,为我们增加透
明度、加强内部管理提供咨询；认真研究和评估了业务流程，以期找到更好的为客户服务的方式；汲取亚

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措施加强内部管理和财务监控。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许多方面的进展加在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这样强有力的机构，能够发挥整体的

协同作战优势，能够发挥每一个员工、每一笔资金的作用。 

  去年我行实现净利润 8.43亿元人民币，比 1999年增长 23.24%。良好的声誉和信用，保证了我行在国
内外金融市场上以合理的成本完成了筹资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按照五级分类的不良资产比率从

1999年的 18.66%下降到 2000年底的 8.78%。事实证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富有成效的。许多问题资产的
回收，相应减小了为满足新项目贷款所需的筹资量，从而提高了盈利水平。 

  对经营活动的量化分析，使我们对所面临的风险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为我们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测算

资本充足水平提供了关键信息。只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减少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加强贷款本息回收，

到"十五"期末把不良资产比率降到 3%的目标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可行的。 

  我们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不仅为它们提供融资，而且带去了新的管理和经营理念。财务信息的可

信度、透明度以及有效的财务管理，是一个经济体系获得国内外投资者信赖并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对每

一个合作伙伴和客户都强调这个原则，培育客户不但要做有信用的债务人，而且要做正直诚实的经营者。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家计委公布的 85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我行参与贷款的达 56个，提供的贷款占项
目总投资的 30%。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内控机制。开展行业和客户评级使贷款决策过程更加科学，保证了贷
款能够投向风险较小的项目、行业和地区。2000年，我们新承诺贷款 1,668亿元，贷款损失率低于历史最
低水平。我行的非现场稽核预警系统，经人民银行组织鉴定为"在银行系统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000年，我们加快了开拓投资银行业务的步伐，以满足客户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的要求，获得了公司
债券承销资格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债券交易席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西部开发、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后几年，西部地区的

公路建设，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都是我们积极参与支持的对象。 

  贷款项目的环境效应正在成为我们贷款决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脆弱

性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利用开发银行的影响力，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作为衡量我行是否参与的

重要因素。这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和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我们将义不容辞地致力于保护对人类生活至关

重要的资源。 

  在过去一年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明确了 2001年的主要任务： 

  - 重点加强信贷风险管理。要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项目评估、选择、监管、借款人
信用分析，以及贷款回收、资产保全等方面的工作。要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加入WTO正
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旧有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迫使我们提供更加富

有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传统信贷业务与资本运作手段相融合，为我们给客户创造多样的融资方式提供了机

会，同样也为我们拓展风险管理手段创造了机遇。 

  - 进一步改进内部管理机制和结构。产品、服务、内控结构的变化，要求我们的管理层、广大员工适
应内部管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使之能够切实落实到银行的管理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用全新的眼光、

更高的标准来看待所取得的成绩。 

  掌握新的技术手段。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开发信息技术平台以保证取得及时而

准确的经营信息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先进的信息系统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服务，还是为银行管理提供及时

的资产负债结构信息，都需要不断地在这方面进行投资。 

  - 继续提高专业管理水平。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不断增强员工各方面的能力。先进的信用分析、项目
评估技能，投资银行和公司融资及客户关系管理技能等，是我国银行业所缺乏的，而这些对开发银行、对

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掌握了这些技能，员工的个人奋斗与银行整体经营目标相结合的激

励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2001年，国家开发银行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银行，要不断取得成绩就要切
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愿意与全体员工共勉的是，做每一件事都要注意发现取得进步的机会，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成长，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国家开发银行概况 

  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向政府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项目提供融资，以支持

和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是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正部级政策性银行。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直属国务院领导，在经营管理上接受国务院派驻的监事会的监督，在银行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

管，在执行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上，接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的指导和监督。 

  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向符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的重点项目提供融资，以促进中国

的经济发展。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建设和技术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还在促进中

国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国家开发银行有员工 3,000人，包括行业专家、金融专家、投资银行家和工程师，通过各种规
划、项目和咨询服务为客户提供金融和管理支持。 

 
 
 
 
 
 
 
 
 
 
 
 
 
 
 
 
 
 
 
 
 
 
 
 
 
 
 



内部管理 

  内部管理

  建立高效的内部管理结构对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发展的成功至关重要。 作为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银行，我们正在不断地改进内部管理，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以适应新的监管规定和不断变

化的市场环境。 

  2000年，国务院向国家开发银行派驻了监事会，行使对银行在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经营管理方面的监
督职责。 

  国家开发银行管理层负责银行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它包括行长、三位副行长、纪委书记，行长向国务

院报告工作。 

  国家开发银行还成立了由 16位国际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2000
年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于 10月在北京召开，顾问们就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中国加入
WTO后金融部门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目标和战略等广泛的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监事会制度

  国家开发银行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对国务院负责。监事会设主席一名，专职监事和工作人员若干名，

同时聘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会计事务所各一名代表为兼职监事。 

  监事会代表国家对国家开发银行的经营管理工作实施监督，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 检查国家开发银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金融、经济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 
  ● 检查国家开发银行的财务活动，验证其财务报告、资金运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 检查国家开发银行的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金营运情况。 
  ● 检查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负责人的经营行为，并对其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惩、任免建议。 

 
 
 
 
 
 
 
 
 
 
 
 
 
 



二零零零年经营情况 

  贷款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向国家重点项目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直接和间接融资，贯彻国家经济政

策，促进经济发展，业务覆盖全国各地。根据借款人需要，国家开发银行可发放本币和外币贷款。 

本币业务 

截至 2000年 12月 31日，人民币贷款余额 6,351亿元，比上年增加 15.3%。2000年，新承诺人民币贷
款 1,668亿元，至年底新发放人民币贷款 1,687亿元。这些贷款大多为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支
持的行业，包括电力、铁路、公路、石油石化、城建和通讯等，对这六大行业的贷款占 2000年新承诺贷
款的 90.3%。 

从地区看，2000年新发放贷款分布广泛，但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截至 2000
年 12月 31日，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余额占全行贷款余额的 55%以上；10笔最大贷款合计约为 1,600亿元。 

外币业务 

贷款业务 外币贷款主要用于重点项目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贷款一般都是为了
满足中长期资本融资的需要，尤其是对资本设备投资的需要。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新发放外币贷款超过
13亿美元，外币贷款余额增长 33%，达到 44亿美元。 

保函和信用证业务 为满足中国的企业从国外购买设备而产生的融资需要，2000年新开立保函和信用
证达 7,000多万美元、1.9亿法郎。 

  资金来源

  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中既有本币也有外币，主要取决于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情况。银行融资的首

要目标就是在确保项目资金供应的前提下，以合理的成本筹集资金。国内外资本市场，财政部的税收返还

等都是开发银行业务的潜在资金来源。为满足客户外币资金需求的外汇贷款，开发银行主要通过国际资本

市场筹集资金。 

本币融资 

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 1,45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金融债券，用于满足已承诺贷款的资金需求。头
寸管理主要通过同业拆借和回购协议来进行。 

为了强化负债管理，降低借款成本，2000年开发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全部采取了投标竞价发行方式，
既降低了发债成本，又延长了债券平均期限，从而明显改善了负债结构。开发银行 2000年获得的人民银
行批准的银行间短期拆借额度达 55亿元人民币，并且在遇到短期流动性困难情况下，还可以发行金融债
券等。如果金融债券或其他融资方式仍不能满足流动性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承诺向开发银行提供短期流动

性支持。 

外币融资 



国家开发银行外币融资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出口信贷、国际金融市场发债、国际银团贷款和外国政

府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共发放外币贷款 84亿美元，其中 73%即大约 52亿美元来源于国内项目
单位与国外供货商签定的出口信贷协议。2000年融资总额 7,900万美元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出口信贷。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强化了国家开发银行对外窗口的职能，负责承办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

构在中国的转贷业务，因此今后开发银行的外汇融资将有较大增长。中国政府把西部开发作为战略，也将

增大对国外先进产品和技术的需求，从而增大外汇资金需求。 

由于开发银行的资产质量较好，并作为政策性银行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在中国的银行中，开发银行

拥有最高的国际信用评级。2000年开发银行在采取多项措施优化资产结构方面又取得成效。目前，标准普
尔公司的评级为 BBB，穆迪投资者公司的评级为 Baa1。 

  其他金融服务 

  国家开发银行一直在探索和评估各种既适应自身发展又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业务品种。在下列创新业务

中，开发银行的组织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开展这些新业务，完善了开发银行的功能，进一步增

强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能力。 

财务顾问 

2000年开发银行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比 1999年有了显著增长，全年实现收入超过 1,320万元人民币。 

财务顾问业务是国家开发银行 2000年业务发展的重点之一， 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
通过与八个省市政府签订的金融合作协议，开发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各级地方政府将协助

开发银行回收在其辖区内客户的不良贷款。实施这项合作，在改善开发银行的资产质量过程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债权转股权 

在国家经贸委推荐的 601户企业中，开发银行通过审慎评估和综合考虑，决定将 608亿元债权 (165
个项目) 剥离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对 400亿元债权 (39个项目) 自行实施债转股。截至
2000年底，开发银行已与 24个企业签订了债转股协议。通过债转股，盘活了一些不良资产，促进了贷款
本息回收。 

债券承销 

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与本行有信贷关系的企业债券的承销资格，并担任了 1999年一期中国
铁路债券和 1999年度上海市城市建设债券的副主承销商，承销金额为 3亿元人民币。目前开发银行已申
请并获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债券交易席位。 

基金管理 

国家开发银行管理着由开发银行和瑞士联邦政府对外经济部合作设立的中瑞合作基金。2000年，中瑞
基金完成注资项目 2个，投资 380万美元。开发银行申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国务院批准，是
国内获得批准的唯一一家银行。该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筹建之中。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2000年，我们加大了风险管理的力度。 
  ·不良资产比率从 1999年的 18.66%下降到 2000年底的 8.78%。 

  国家开发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所面临的风险。开发银行的首要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而是为银行创造稳定的业务经营环境，保证业务稳定增长，并保存资本金和储备。 

  国家开发银行在提供开发性融资的服务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类型的风险。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货

币和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此外还有操作风险。 

  管理和控制风险的过程随着市场条件和业务需求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同时内部管理结构也是整个

风险管理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信贷风险 

  信用风险是银行业务自身固有的。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管理层强调更为严格的信贷合同管理，并加
大贷款回收力度，向改善信用风险管理程序的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开发银行为改善信用风险管理程序，

采取了如下措施： 

  确定贷款回收指标 对从事信贷业务的信贷人员和管理部门，确定贷款回收指标，并将这一指标纳入
个人年终考核。 

  成立风险化解小组 针对四个主要贷款领域 (煤炭、电力、化肥行业及外汇贷款业务) 中的不良贷款，
开发银行成立了四个风险化解小组，努力化解不良贷款，回收逾期本金和拖欠利息。 

  编写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手册 完成贷款手册的编写工作，并发至全行。手册涵盖了开发银行贷款
的合同谈判及签约、资金拨付、本息回收等合同执行的整个过程。这是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第一本最为全

面的贷款管理手册。 

  推广信贷管理软件 2000年起，开发银行在其所有分行大量推广运用新的信贷管理和风险监控系统软
件。该软件能提供包括合同管理、信贷资产质量分析、资产监控等贷款管理功能。 

  修改有关信贷授权规定 修改贷款权限及合同谈判责任等有关规定，以保证总行对贷款管理的整个过
程有足够的风险控制。 

  不良贷款 

  根据财政部规定，2000年开发银行对任何一笔贷款，当其本金逾期 180天时，其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
期损益，只有当实际收到时才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银行根据财政部规定的统一比率，对全部贷款建立可扣税的普通呆帐准备金，同时对有特殊风险

的专项贷款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专项呆帐准备金。 



  2000年，国家开发银行管理层在化解和回收不良贷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0年底，开发银行
不良资产比率降至 8.78%，与 1999年的 18.66%相比，下降一半以上。管理层希望不仅通过资产规模扩大，
而且通过强化贷款回收及风险化解等措施，到 2005年实现不良贷款比率低于 3%的目标。 

  货币及利率风险 

  由于我国利率尚未放开及我行外汇资产比例较小，因此开发银行的货币和利率风险相对较小。 

  目前，主要是通过利率及货币掉期，改善贷款和负债期限的配比来控制风险。 

  操作风险 

  相对比较落后的信息系统，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程序和结构、会计系统不完善，以及日常操作不规

范和责任心不强等是构成我行操作风险的几个主要因素。 

  过去几年中，开发银行在上述几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首先加强了信息系统建设，使管理所

需要的信息更加及时有效。内部机构设置、风险管理的分工也更加清楚、统一。 

  2000年，管理层还努力改进了内部控制结构。内控环境及有关内部控制的规定得到优化和完善；内部
稽审的职责更加明确，从而可以对执行内控规定的情况提供客观的评价；全行各业务部门、各层次的管理

人员对其职责范围内业务的监管更加细致、负责。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增强日常管理工作的责任意识，提

高整个业务运作系统的可靠性，而这对于获得准确、可信的经营情况、经营结果的数据至关重要。 

  流动性风险 

  开发银行定期对资产和负债的期限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有额外的融资需求，并确定所需资金的最佳

筹集渠道和成本。 

  流动性由总行集中管理， 以保证日常经营及融资需求。 必要时，可以到国内或国际市场筹资获得足
够的流动性。 

  如果上述途径仍然不能满足额外的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承诺向开发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 

 
 
 
 
 
 
 
 
 
 
 
 



机构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 

  ·开发银行改革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素质。 

  ·创建独特的人力资源平台，满足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我们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创建独特的人力资源平台 

开发银行改革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素质。具有金融产品知识及不断求新能力的专业人

员，增强了银行为客户及银行本身提供信贷和融资方面服务的能力。同时，在全行统一合理调配人员，保

证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2000年，开发银行引入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概念以提高专业人员的能力。 

·向员工提供更多的机会 

通过开展竞争上岗，以及交流高层管理人员，开发银行帮助员工提高自身能力及专业技能。竞争上岗

及人员交流在所有部门及分行开展，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总数超过 200人，实际交流干部 170多人。 

·制订考评及激励机制 

为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修订完善了《国家开发银行考核规定 (试行) 》，使考核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通过引入现代激励机制，给予表现突出的员工以足够的激励，以鼓励其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增强各方面能

力。 

·调整人员结构 

通过人员分流、竞争上岗和吸引人才，不仅精简了人员，降低了成本，而且使人员结构更趋于合理。 

·强化培训计划 

为系统科学地开发人力资源，指导全行各级组织有序地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制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员

工培训规划 (2000-2003年) 》，提出了未来几年内各级员工的培训重点和目标。 

2000年，开发银行员工接受了人均 30天的银行业务、管理及业务开发技能培训。培训部门提供了 182
个培训计划，参加培训人员超过 17,300人次。培训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课堂讲课、利用计算机培训、教材
制成光盘发放及网上培训。 

许多员工通过参加由银行资助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技能。 60多个员工获得厦门大学
硕士学位，还有一些员工根据银行的发展方向及要求，参加了为期 1至 1年半的大学课程培训。 

开发银行还选派人员赴海外培训，学习国际银行业先进技术，并用于今后的实践。目前有 45人在海
外培训，最长的海外培训达 9个月。去年，开发银行还在国内举办国际研讨会，引入国外银行业概念及惯
例做法，员工受益匪浅。 



开发银行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全体员工。开发银行培养并留住优秀人才的承诺和努力不会改变，并将继

续是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的基本目标之一。 

 
 
 
 
 
 
 
 
 
 
 
 
 
 
 
 
 
 
 
 
 
 
 
 
 
 
 
 
 
 
 
 
 
 
 
 
 
 
 
 
 



财务报表及说明 

财务报表及说明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续） 

 

 

 

 

 

 

 

 



会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千元 

  一、会计政策 

a.报表编制原则 

本会计报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金融企业
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国家政策性银行财务管理规定》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编制。 

b.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c.会计基础及计价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d.记账本位币和外币折算汇率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外汇业务采用分账制。年末将各外币原币报表汇总并折合成美元报表，与人

民币决算报表进行合并后，最终生成汇总的人民币报表。 

以外币记账的资产与负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末基准汇率折合为人民币金额。 决算日的折算
汇率中，美元与人民币的折算汇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00年 12月 29日的基准汇率，其他外币与
美元的折算汇率采用国际外汇市场 12月 29日下午 3时的实时汇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决算汇率一览表 

决算汇率 美元与其他 
外币之间 2000年 1999年 
欧元 1美元=1.07747010欧元 1美元=0.99304866欧元 
日元 1美元=114.74日元 1美元=102.12日元 
英镑 1美元=0.67136623英镑  1美元=0.61774154英镑 
德国马克 1美元=2.1053德国马克 1美元=1.9423德国马克 
法国法郎 1美元=7.0609法郎 1美元=6.5140法郎 
加拿大元 1美元=1.5013加拿大元 1美元=1.4530加拿大元 

美元与人民币之间 

美元 1美元=8.2781人民币元 1美元=8.2793人民币元  

e.应收利息 



贷款利息以合同规定的分期还款计划为依据，属于正常的和逾期半年以内的贷款，其应收利息记入表

内核算；贷款逾期半年以上时 (含半年) ，其逾期半年后的应收利息不计入表内核算，而作为催收贷款利
息登记，实际收回时再计入当期损益。 

f.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金按照年末应收利息余额的 0.3%差额提取。 

g.贷款呆账准备 

2000年，本行继续按财政部规定对全部贷款提取呆账准备 (本行称之为普通呆账准备) ，同时，经请
示财政部同意 (财金字[2000]109号) ，在普通呆账准备金之外，另行建立专项呆账准备，以防范专项贷款
的特殊风险。 

普通呆账准备按年末贷款余额的 1%减上年末呆账准备金余额的差额提取，并计入当期损益，当年核
销的呆账准备金在下年予以补提。 

专项贷款呆账准备根据本行专项贷款的实际风险计提，计入当期损益，并做纳税调整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 

h.固定资产及折旧 

固定资产原值以实际成本入账。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分类提取。预计净残值率除房屋按 5%
确定外，其他固定资产均按零确定。电子设备折旧年限由 3年改按 5年执行，其他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继续
执行《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 

i.无形资产 

截止 2000年末本行无形资产核算的内容仅为购入的需要单独计价的软件。按实际发生额入账，并以
直线法按受益期摊销。 

j.税收 

营业税税率为 5%，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分别按营业税的 7% (深圳分行按 1%) 和 3%计提。
人民币业务的营业税金和附加由各决算编报单位按规定计提并上划总行 (不含地方性收费) ；外币业务的
营业税金及附加由总行统一以人民币计提。 

营业税由总行集中缴纳，税款全额返还作为本行的资本增资。两项附加由总行集中缴纳，国家税务总

局返还各地，各地入库。 

所得税会计采用应付税款法，税率为 33%。所得税由各决算编报单位按规定进行清算，由总行汇总、
调整、计提和清缴。 

k.提取盈余公积 

2000年，本行暂分别按税后利润的 25%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尚需财政部批准。 



  二、利息收支净额 

  2000 1999 
净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37,287,546 37,327,541 
利息支出  (26,171,103)  (32,963,526) 
利息收支净额 11,116,443 4,364,015 
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208,760 102,269 
债券利息支出  25,700,063 32,658,207 
借款利息支出 262,280 203,050 
合 计 26,171,103 32,963,526  

  三、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收支 

  2000 1999 
金融企业往来收入 
中央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65,452 161,811 
存放同业款项利息收入 30,130 123,364 
拆放资金利息收入 80,078  82,583 
合 计 275,660 367,758 
金融企业往来支出 
中央银行借款利息支出 572,828 108,839 
同业存入款项利息支出 8,102 1,752 
拆入资金利息支出 30,669  35,351 
合 计  611,599  145,942 

  四、营业费用 

  2000 1999 
工 资  124,641 87,903 
租赁费 61,075 42,880 
折 旧 46,235 35,898 
提取呆账准备 5,384,817 734,615 
提取(转回)坏账准备  (3,774) 7,351 
其 他 428,942 272,854 
合 计 6,041,936 1,181,501 

 

 



  五、营业税金及附加 

  2000 1999 
营业税 1,816,458 1,867,27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6,649  130,526 
其他税款 62,612 56,289 
合 计 2,005,719  2,054,092 

  六、贷款呆账准备 

  2000 1999 
年初余额 2,807,162 6,222,974 
本年提取 5,384,817  734,615 
本年收回以前年度核销的呆账 5,130 - 
本年核销 (5,394,050) (4,150,427) 
年末余额  2,803,059 2,807,162 

  七、存放同业款项 

  2000 1999 
存放境内同业 2,511,736 2,545,364 
存放境外同业 63,206  143,101 
合 计 2,574,942 2,688,465 

  八、拆放同业 

  2000 1999 
拆放境内同业 10,500,000 5,000,000 
拆放境外同业 587,745  1,490,274 
净 值 11,087,745 6,490,274 

  九、固定资产 

  2000 1999 
原 值 1,200,364 981,899 
折 旧 (111,700) (65,487) 
净 值 1,088,664  916,412 

 

 

 



  十、同业拆入 

  2000 1999 
从境外同业拆入 596,023 124,189 
境内同业存放款 332,758 347,052 
合 计 928,781 471,241 

  十一、客户存款 

  2000 1999 
短期存款 29,566,394 19,905,836 
长期存款 318,007  134,000 
合 计 29,884,401 20,039,836 

  十二、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折算差额 总 计  

2000年初 49,044,986 154 1,010,090 1,831,988 (16,534) 51,870,684 

本年增加 1,273,240 5 - - - 1,273,245 

本年净利润 - - - 843,355 - 843,355 

提取公积金 - - 424,766 (424,766) - - 

本年减少 - - - - (112) (112) 

以前年度调整 - - (297,010) 300,269 - 3,259 

2000年末 50,318,226 159  1,137,846 2,550,846 (16,646) 53,990,431  

 
 
 
 
 
 
 
 
 
 
 
 
 
 
 



总行部门及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