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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Qingdao Co., Ltd.*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號：3866）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1）

建議以配股方式發行A股及H股

董事會欣然公佈，董事會建議尋求股東批准配股及關於配股的相關授權，其中
配股將包括發行A股配股股份及H股配股股份。配股方案須分別待（其中包括）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A股股東於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及H股股東於H股
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

本次配股方案擬按每十(10)股現有股份配售不超過三(3)股配股股份的比例向全
體股東配售，A股配股和H股配股比例相同。本次A股配股採用代銷的方式，
而H股配股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7.19(1)條採用包銷的方式。本次配股價格是
根據刊登發行公告前A股與H股市場交易的情況，採用市價折扣法確定配股價
格，最終配股價格由董事會授權人士在發行前根據市場情況與保薦機構（承銷
商）協商確定。

按本行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4,509,690,000股股份計算（包括2,746,655,020股A
股及1,763,034,980股H股），並假設於本公告日期至股權登記日期間本行已發行
股本並無變動，本行預期以每十(10)股現有股份獲發不超過三(3)股配股股份之
基準測算，共計可配發和發行股份數量不超過1,352,907,000股配股股份（包括
不超過823,996,506股A股配股股份及不超過528,910,494股H股配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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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股募集資金總額最高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最終募集資金總額將按實
際發行時的配股價格及配股數量確定。本次配股之所得款項淨額將全部用於補
充本行的核心一級資本，提高本行資本充足率，支持本行未來業務持續健康發
展，增強本行的資本實力及競爭力。

本行將根據《公司章程》之相關規定，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向H股股東寄發一份載
有召開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之通函。

於開始H股配股前，本行將進一步公告及刊發H股供股章程，內容將包含所有
配股方案相關資料，包括發行配股股份之確實基準、發行配股股份之最高數
目、配股價格、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期間及H股配股股權登記
日、H股配股股份之買賣安排、額外H股配股股份之安排、包銷安排及配股方
案預期時間表。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09(1)條之一般披露規定而作出。

由於配股方案須待（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A股股東於A股類別
股東大會上批准及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故配股方案未必會落
實。H股配股方案須待「H股配股之條件」一節所載之條件達成後，方可進行。
如該等條件尚未達成，H股配股將不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務請
審慎行事。

緒言

董事會欣然公佈，董事會建議尋求股東批准配股及關於配股的相關授權，其中配
股將包括發行A股配股股份及H股配股股份。本次配股之所得款項淨額將全部用於
補充本行的核心一級資本，提高本行資本充足率，支持本行未來業務持續健康發
展，增強本行的資本實力及競爭力。

H股配股將於（其中包括）下列事件完成後，方可作實（詳情見下文「H股配股之條
件」一節）：

(i) 根據《公司章程》之有關規定於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
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獲股東批准；及

(ii) 獲得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監管機構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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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方案詳情

本次配股的方案將包括按以下初步條款，分別向A股股東發行A股配股股份及向H
股股東發行H股配股股份，惟須視乎（其中包括）配股方案落實情況及實際市況而
定。

配股股份種類及面值 ： A股與H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配股基數、比例 
及數量

： 本次A股配股擬以A股配股股權登記日收市後的A股股
份總數為基數，按照每十(10)股配售不超過三(3)股的
比例向全體A股股東配售。本次H股配股擬以H股配股
股權登記日確定的全體H股股份總數為基數，按照每
十(10)股配售不超過三(3)股的比例向全體H股股東配
售。配售股份不足一（1）股的，按照證券所在地交易
所、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有關規定處理。A股和H股配
股比例相同。

若以本行於本公告日期的總股本4,509,690,000股為
基數測算（包括2,746,655,020股A股及1,763,034,980
股H股），並假設於本公告日期至股權登記日期間
本行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本次配售股份數量預計
不超過1,352,907,000股，其中A股配股股數不超過
823,996,506股，H股配股股數不超過528,910,494股。
本次配股實施前，若因本行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
本及其他原因導致本行總股本變動，則配股股份數量
按照變動後的總股本進行相應調整。

A股配股採用代銷的方式，而H股配股則根據香港上市
規則第7.19(1)條採用包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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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價格 ： 本次配股價格乃根據刊登發行公告前A股與H股市場交
易的情況，採用市價折扣法確定配股價格，最終配股
價格由董事會授權人士在發行前根據市場情況與保薦
機構（承銷商）協商確定。A股和H股配股價格經匯率
調整後保持一致。

配售對象 ： 本次配股A股配售對象為A股配股股權登記日當日收市
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
在冊的全體A股股東，H股配售對象為H股配股股權登
記日確定的全體H股股東。本次配股股權登記日將在
中國證監會核准本次配股方案後另行確定。

本次配股前
 本行滾存的未分
 配利潤的安排

： 本次配股前本行滾存的未分配利潤由配股完成後的全
體股東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募集資金用途 ： 本次配股募集資金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含人民幣50
億元）。

本次配股募集的資金在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後的淨額將
全部用於補充核心一級資本，提高本行的資本充足
率，支持未來業務持續健康發展，增強本行的資本實
力及競爭力。

決議有效期 ： 本次配股的決議自本行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

股東批准 ： 配股方案須分別待（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
准、A股股東於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及H股股東於
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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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H股股東

待（其中包括）股東於相關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本行將向合資格H股股東（包括中
國港股通投資者）寄發H股供股章程（亦會在相關的法律所允許的情況下，向除外
股東寄發，僅用作提供信息之用）。為符合H股配股之資格，股東須：

(i) 於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登記為本行H股股東；及

(ii) 並非為除外股東。

H股配股開始前，本行將公佈有關日期，該日期前H股股東必須向H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交回現有H股之過戶文件（連同相關H股股票），以便於承讓人於H股配股股權
登記日或之前成為本行H股股東。

中國港股通投資者將不會被排除在H股配股之外。

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

董事會稍後將確定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及未繳股款H股配股股份之買賣安排，確定
後本行將刊發進一步公告。H股配股須待於本公告中「H股配股之條件」一節所載
之條件達成後進行。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不會設定在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日期之前，亦不會在中國相關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授予本行
配股之批文之日期之前。

H股配股股份買賣

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之H股配股股份在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之買賣須待付清香港印
花稅後，方告完成。待董事會落實H股配股股份（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買賣安排
後，本行將就此刊發進一步公告。

H股配股股份之地位

一經配發並繳足股款，H股配股股份將於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之H股享有同等地
位。該等繳足股款H股配股股份之持有人將有權收取於H股配股股份配發及發行日
後所宣派、作出或派發之所有股息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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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股東權利

H股供股章程不會根據香港司法管轄區以外之相關證券法例註冊。本行將就向海
外股東進行H股配股之可行性進行諮詢。根據相關法律顧問意見，倘基於若干海
外股東（即該等海外股東為除外股東）註冊地址所在地之法律限制，或該地相關監
管機構及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董事會認為有必要或作為權宜之計，不向該等海外
股東提供H股配股股份要約，除外股東則不獲H股配股。

本行將向除外股東寄發H股供股章程，僅作為提供信息之用，但本行將不會向除
外股東寄發任何暫定配額通知書或額外申請表格。

申請額外H股配股股份

本行合資格H股股東（中國港股通投資者除外）可透過申請額外配股股份之方式，
申請與除外股東之任何未出售配額相關的H股配股股份，以及暫定配發予合資格H
股股東但未獲接納之任何H股配股股份。

申請額外H股配股股份可透過填妥額外申請表格（將隨H股供股章程寄發予合資格
H股股東）及連同所申請額外H股配股股份之股款交回即可。董事會將按公平基準
酌情配發額外H股配股股份，惟湊足完整買賣單位之申請將獲優先分配。將根據
合資格H股股東（中國港股通投資者除外）所申請額外H股配股股份之數目按比例
將餘下額外H股配股股份（若優先補足）或所有額外H股配股股份（若無優先補足）
向彼等作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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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配股之條件

預期H股配股將於下列事件完成後，方可作實：

(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配股；

(ii) 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分別批准配股；

(iii) 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監管機構批准配股；

(iv) 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無條件或以本行接納之條件（而有關條件（如有）在不
遲於寄發H股供股章程日期已經達成）批准H股配股股份以未繳股款及繳足股
款形式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及買賣；及

(v) 將有關H股配股之所有文件送呈香港聯交所，並根據法律之規定完成須於香
港公司註冊處存檔及登記該等文件。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不可豁免、亦尚未達成上述完成H股配股之任何條件。如
該等條件未達成，H股配股將不會進行。

A股配股之條件

預期A股配股將於下列事件完成後，方可作實：

(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配股；

(ii) 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分別批准配股；

(iii) 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監管機構批准配股；及

(iv) A股股東至少認購A股配股中70%A股配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不可豁免、亦尚未達成上述完成A股配股之任何條件。如
該等條件未達成，A股配股將不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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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註冊資本及相應修改《公司章程》相關條款

本行在本次配股完成後，應相應調整本行註冊資本及《公司章程》有關條款，為
此，董事會建議尋求股東批准，在本次配股完成後，本行的註冊資本根據本次配
股的發行結果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情況予以調整，並根據本次配股的
發行結果、本行註冊資本的調整情況相應修改《公司章程》中有關註冊資本的條
款（《公司章程》第五條）及有關股份總數、股權結構的條款（《公司章程》第二十三
條）。本行將在適當時候發出有關配股之進一步公告，當中將會就該等修訂詳情知
會股東。

上述變更註冊資本及相應修改《公司章程》相關條款須分別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
准、A股股東於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及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

包銷

本行之意向為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7.19(1)條按悉數包銷基準進行H股配股，有
關包銷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進行。本行將於適當時間就配股進一步公告，
向股東提供有關配股之包銷安排詳情。然而，A股配股將根據中國適用之法律法
規規定，按代銷基準進行。根據中國適用之法律法規及中國證監會之分類，認購
A股配股股份之水平最少須達到A股配股之70%，A股配股才可進行。未獲接納認
購之A股之權利將告失效，且不會根據該等權利發行或配發新A股。

進一步公告及刊發有關H股配股之H股供股章程

於開始H股配股前，本行將進一步公告及刊發H股供股章程，內容將包含所有配
股相關資料，包括發行配股股份之確實基準、發行配股股份之最高數目、配股價
格、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期間及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H股配股股份
之買賣安排、額外H股配股股份之安排、包銷安排及配股預期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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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配股方案之理由及募集資金用途

本行進行配股之理由為：

(1) 監管部門對銀行的資本監管要求進一步提高

近年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對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不斷加強。
2012年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對各類資本的合格標準和計量要求進行了更為嚴格審慎的規定，進一步加強
了對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要求。自2016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實施「宏觀審慎
評估體系」，從資本和槓桿、資產負債、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跨
境融資風險、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等七個方面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自我約
束和自律管理。未來幾年隨着業務持續發展，預計資本缺口將對本行發展構
成一定制約。此外，最近幾年國內外監管機構不斷加強對銀行資本監管的要
求，銀行資本需求將進一步提高。

(2) 本行未來的業務發展需要資本支持

近年來，本行資產規模平穩較快增長。預計未來幾年本行業務規模仍將保持
穩健增長的趨勢，業務和資產規模的穩定發展需要本行有充足的資本作為支
撐。同時，本行需要在持續滿足監管部門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基礎上預留
一定比例的風險緩衝資本，以進一步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應對未來宏觀經
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為保持快速發展的良好趨勢，本行將資本補充管理規劃
作為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資本管理目標與戰略發展目標相匹
配，資產規模增長與資本規模增長相匹配，確保業務長期可持續發展。

本次配股募集資金在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後的淨額將全部用於補充本行的核心一級
資本，提高本行資本充足率，支持本行未來業務持續健康發展，增強本行的資本
實力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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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股權架構

為作說明用途，下表列載了本行現時股權結構及其於配股完成後（假設配股按每
十(10)股現有股份獲發三(3)股配股股份之基準進行及配股股份獲悉數認購，以及
假設本行已發行股本從本公告日期至股權登記日期間並無變動）之建議股權結構：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本次配股完成後

股份類別 已發行股份數目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總額百分比

(%)

根據配股方案
將予發行之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總額百分比

(%)

A股 2,746,655,020 60.91% 823,996,506 3,570,651,526 60.91%
H股 1,763,034,980 39.09% 528,910,494 2,291,945,474 39.09%
總計 4,509,690,000 100.00% 1,352,907,000 5,862,597,000 100.00%

下表載列了本行現時股權結構及其於配股完成後（假設配股按每十(10)股現有股份
獲發三(3)股配股股份之基準進行、A股配股股份獲70%認購及H股配股股份獲悉
數認購，和假設本行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告日期至股權登記日期間並無變動）之建
議股權結構：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本次配股完成後

股份類別 已發行股份數目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總額百分比

(%)

根據配股方案
將予發行之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總額百分比

(%)

A股 2,746,655,020 60.91% 576,797,554 3,323,452,574 59.18%
H股 1,763,034,980 39.09% 528,910,494 2,291,945,474 40.82%
總計 4,509,690,000 100.00% 1,105,708,048 5,615,398,0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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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資料，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公眾持股百分比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8.08
條的規定。於本次配股完成後，本行的公眾持股百分比將繼續符合香港上市規則
第8.08條的規定。

通函

本行將根據《公司章程》之相關規定，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向H股股東寄發一份載有
召開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之通函。

一般事項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09(1)條之一般披露規定而作出。

由於配股方案須待（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A股股東於A股類別股東
大會上批准及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故配股方案未必會落實。H股
配股方案須待本公告中「H股配股之條件」一節所載之條件達成後，方可進行。如
該等條件尚未達成，H股配股將不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務請審慎
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及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A股配股股份」 指 根據A股配股，擬向合資格A股股東配發及發行之新
A股（減去未獲A股股東接納之任何A股）

「A股」 指 本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並以人民幣買賣的中國境內上市股份

「A股配股股權
 登記日」

指 釐定A股配股配額之參考日期，該日期有待董事會
或其授權人釐定

「A股配股」 指 於A股配股股權登記日，按每十(10)股現有A股獲發
不超過三(3)股A股配股股份之基準，擬以配股價格
發行最高823,996,506股A股配股股份之建議

「A股股東」 指 A股持有人

「A股類別股東大會」 指 本行將予召開之A股類別股東大會，以審議及酌情
批准（其中包括）配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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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本行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本行」 指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董事會」 指 本行董事會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行董事

「除外股東」 指 根據相關法律顧問意見，基於海外股東註冊地址所
在地之法律限制，或該地相關監管機構及證券交易
所之規定，董事會認為有必要或宜予以排除參與供
配股的海外股東

「股東大會」 指 本行將予召開之股東大會，以審議及酌情批准（其中
包括）配股

「H股配股股份」 指 根據H股配股，擬向合資格H股股東配發及發行之新
H股（減去未獲H股股東接納之任何H股）

「H股」 指 本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於香港聯交所上
市並以港元買賣的境外上市股份

「H股配股股權
 登記日」

指 釐定H股配股配額之參考日期，該日期有待董事會
或其授權人釐定

「H股股份過戶
 登記處」

指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H股配股」 指 於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按每十(10)股現有H股獲發
不超過三(3)股H股配股股份之基準，擬以配股價格
發行最高528,910,494股H股配股股份之建議

「H股供股章程」 指 本行將發出並向H股股東寄發之有關H股配股之供股
章程，當中載有H股配股之進一步詳情

「H股股東」 指 H股持有人



13

「H股類別股東大會」 指 本行將會召開之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審議及酌情
批准（其中包括）配股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增補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未繳股款H股 
配股股份」

指 於支付配股價格之前認購H股配股股份之權利（按未
繳股款H股配股股份方式）

「海外股東」 指 於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名列本行股東名冊之H股股
東，其註冊地址在香港以外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港股通
 投資者」

指 中國投資者通過深港通代理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限責任公司持有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

「合資格A股股東」 指 於A股配股股權登記日名列本行股東名冊之A股股東
（不包括除外股東）

「合資格H股股東」 指 於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名列本行股東名冊之H股股東
（並非除外股東）

「股權登記日」 指 A股配股股權登記日及╱或H股配股股權登記日

「配股」 指 A股配股及╱或H股配股

「配股價格」 指 根據配股將予提呈發售之A股配股股份及H股配股股
份之最終配股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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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股份」 指 A股配股股份及╱或H股配股股份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A股及╱或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少泉
董事長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
2021年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少泉先生、王麟先生及呂嵐女士；非執行
董事周雲傑先生、Rosario Strano先生、譚麗霞女士、Marco Mussita先生、鄧友成
先生及蔡志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戴淑萍女士、張思明先生、房巧
玲女士及Tingjie Zhang先生。

*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構，並不受
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