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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章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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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

告》正文及摘要。

三、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本年度报告中“本公司”、“本行”、“金华银行”

均指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公司法定中文名称：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JINHUA CO., LTD;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雅清

三、公司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光南路 668 号

邮政编码：321015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www.jhccb.com.cn

电子邮箱：jhyhbgs＠163.com

四、董事会秘书：胡红兵

联系电话：0579-82170569

传真：0579-82178870

五、公司选定信息披露报纸：《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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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七、法律顾问：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

第三章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

营业收入 269,089 227,304 18.38

营业支出 204,938 164,797 24.36

营业利润 40,900 50,055 -18.29

利润总额 43,694 49,723 -12.13

净利润 34,438 38,877 -11.42

二、前三年的会计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总资产 5,529,086 4,851,569 3,960,013

总负债 5,155,533 4,502,008 3,713,782

股东权益 373,553 349,561 246,231

存款总额 4,004,522 3,794,154 3,467,404

贷款总额 3,004,516 2,797,690 2,462,338

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7 0.54

每股净资产（元/股） 3.58 3.35 3.06

资产收益率（%） 0.78 1.1 1.47

资本收益率(%) 10.85 15.60 17.69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1,511 169,000 125,368

三、资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年末 2014年末 2013年末

资本净额 400,063 380,946 271,693

其中：核心资本净额 366,671 343,176 240,945

加权风险资产总额 3,769,756 3,283,044 2,687,031

资本充足率(%) 10.61 11.60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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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三年主要合规性监管指标

单位：%

项 目 标准值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流动性比例 ≧25% 64.52 49.32 50.70

存贷比 ≦75% 72.88 69.8 71.10

不良贷款比例 ≦4% 1.46 1.09 1.11

拨备覆盖率 ≧150% 175.96 229.23 226.16

贷款拨备率 ≧2.5% 2.57 2.51 2.50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9.12 9.88 3.53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9.12 10.39 3.53

全部关联度 ≦50% 15.43 30.04 14.44

五、贷款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所属行业 2015 年末 占比(%) 2014 年末 占比(%)

制造业 1,358,419 45.21 1,383,731 49.46

批发和零售业 559,605 18.63 545,301 19.49

建筑业 261,027 8.69 241,650 8.64

个人贷款(不含个人经营性) 148,927 4.96 134,735 4.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8,973 2.96 96,667 3.46

其 他 587,565 19.55 395,606 14.13

合 计 3,004,516 100 2,797,690 100

六、贷款风险分类方法及不良贷款情况

贷款按《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有关标准进行分类，具

体分类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五级分类 2015 年末 占比(%) 2014 年末 占比(%)

正常类 2,769,045 92.16 2,674,522 95.60

关注类 191,512 6.37 92,516 3.31

次级类 24,833 0.83 21,928 0.78

可疑类 11,923 0.40 3,122 0.11

损失类 7,203 0.24 5,602 0.20

核心资本充足率(%) 9.73 10.45 8.97



4

合 计 3,004,516 100 2,797,690 100

七、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及核销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末数 2014 年末数

期初余额 70,266 61,729

报告期计提 22,338 12,845

报告期核销 15,664 4,820

本期收回原核销贷款和垫款 412 512

期末余额 77,352 70,266

第四章 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一、股本结构情况
项目 股份数（万股） 占比（%）

国有股份 13,498 12.92

法人股份 78,960 75.59

自然人股 12,002 11.49

其中：内部职工股 10,451 10.01

股份总量 104,460 100.00

二、股东权益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末数 2014 年末数

总资本 104,460 104,460

资本公积 57,110 57,110

盈余公积 28,891 25,447

一般风险准备 59,709 46,806

未分配利润 123,383 115,738

股东权益合计 373,553 349,561

三、报告期末最大十名股东持股及股权质押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股权质

押情况

托管、

冻结

金华市财政局 9,410 9.0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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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150 6.84 无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001 6.7 无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44 4.45 3,247 无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4,116 3.94 无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16 3.94 无

浙江大禹建设有限公司 4,116 3.94 1,436 无

兰溪市六洞山水泥有限公司 4,116 3.94 无

永康市星牌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4,116 3.94 3,742 无

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00 3.83 无

合 计 52,785 50.53 8,425

第五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姓 名 性别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持股数 是否领薪

徐雅清 女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2年9月 287 是

徐雨光 男 股东董事 2015年8月 — 否

蒋晓萌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徐德良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章卫进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何志锋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胡必松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范承喜 男 股东董事 2012年9月 — 否

汪祥耀 男 独立董事 2012年9月 — 是

赵长义 男 独立董事 2013年1月 — 是

吴少新 男 独立董事 2013年1月 — 是

金立群 男 监事长 2014年11月 256 是

叶智根 男 股东监事 2012年9月 30 否

翁荣弟 男 股东监事 2012年9月 — 否

李有星 男 外部监事 2012年9月 — 是

徐宏图 男 职工监事 2012年9月 4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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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改良 男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4年2月 — 是

曹晏平 男 副行长 2013年3月 64 是

吕 锋 男 行长助理 2014年7月 53 是

胡红兵 男 董事会秘书 2014年12月 65 是

钱建勋 男 行长助理 2015年11月 69 是

宗莉莉 女 首席财务官 2014年8月 90 是

二、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徐雨光担任董事，

其任职资格已经银监部门核准；宣利新因工作变动，同意其

辞去董事。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应

高洪不再担任行长助理职务；经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聘任钱建勋为行长助理，其任职资格已经银监部

门核准。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1、薪酬管理架构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公司根据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公司治理中的职责

和任务，建立了较科学的薪酬管理架构。本公司董事、监事

的薪酬制度与薪酬标准由股东大会决定；董事会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负责公司薪酬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制订，

并对高级管理人员按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决定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标准；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履职情况，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董事、监事的履职情

况向股东大会报告；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薪酬管理方

面的决议，并接受董事会管理和监事会监督。

2、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的标准。

公司按照年度薪酬考核办法，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外部审计结果确定全年薪酬总

额，上述人员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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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公司总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 50%实行延期三年支

付，从第二年开始分三年兑付(按 30%、35%、35%的比例)。

4、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共9人，报告期内领取的总薪酬(税后)为658万元。

总额（税后） 万元

70万元以上 3 人

60万元--70万元（含） 2 人

60万元以下 4 人

报告期内，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共4

人，全年共领取薪酬（税后）44万元。股东单位董事、监事

均不在本公司领取报酬。

5、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及完成考核情况。

公司年度薪酬方案根据人员规模、业务发展情况等制

定，2015 年度各项经营指标良好，薪酬兑付情况合理的反应

了公司业绩及风险管理情况。

6、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超出原定薪酬的例外情况。

四、机构设置情况

本公司总行设有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室、发展研究部、

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运营部、授信审批部、公司业务

部、小微企业中心、零售业务部、网络金融部、国际业务部、

风险管理部、投资金融部、稽核部、法律合规部、信息科技

部、保卫监察部、基建办公室等 19 个部门，在杭州、温州、

嘉兴、衢州、金华市本级以及义乌、东阳、永康、兰溪、浦

江、武义等地设有 76 家营业网点，其中总行营业部 1家、

分行 5家、一级支行 9家、50 家二级支行（含小微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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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社区银行，另有 19 家离行式自助银行；同时，本公司

作为主要发起行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设立 1家村镇银行。

五、本公司员工情况

报告期末，本公司在职员工（包括派遣工 43 人）1604

人，较上年增加 36 人，增幅 2.30%。按学历划分，硕士及以

上学历 46 人，占比 2.87%；大学学历 1210 人，占比 75.44%；

大专学历 308 人，占比 19.2%；中专及以下学历 40 人，占比

2.49%。公司共有退休人员 210 人，内部退养 38 人。

第六章 公司治理结构

一、公司治理情况

本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监管规定，构建了“三会一层”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建

立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监事会

为监督机构、管理层为执行机构的公司治理架构。报告期内，

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认真落实监

管部门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本公司具有较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运行制度，确保了所有

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并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报告期末，

公司地方财政股东持有 13,498 万股，占比 12.92%；法人股

东持有 78,959 万股，占比 75.59%；自然人股东 12,002 万股，

占比 11.49%。

本公司报告期内，共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一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

案》、《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 9项议案。会议的通知、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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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程序均严格按照《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享有平等地位，保证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表决权。每次股东大会均由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董事、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报告期末，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名。公司的执行董事、股东董事均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和经济金融领域的工作经历，3名独立董事由经济、金融、

财务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人士担任。

报告期内，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认

真履行职责，在股东会授权下进行决策，不断完善董事会运

作机制，认真审议公司机构发展规划、资本管理、风险管控、

高管人员任免和重大投资等事项，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指导决

策职能，促进稳健经营，切实维护了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

法利益。董事会全年共召开会议 7次，其中季度例会 4次，

临时会议 3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 30 项。本公司董事会下

设提名委员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和战略

发展委员会，董事会各专业委员规范运作，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为董事会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有效提高董事会的运作

效率和决策质量。全年各委员会共召开会议 18 次，审议和

通报事项共 38 项。

（三）关于监事、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报告期末，公司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2名，股东监事 2名，外部监事 1名。报告期内，本公司监

事会共召开会议 4次，均为季度例会，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

作报告、财务报告、履职评价等 17 项议案。全体监事认真

履行职责，对公司内控制度建设、业务经营、财务状况、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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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

查，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针对风险隐患和发现问题，

及时通报全行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主要工作措施和存在的问

题，向董事会和高管层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监事会下设监

督和提名委员会，各委员会按照制定的工作细则认真开展工

作。

（四）高级管理层

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接受监事会的监督，

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权，组织开展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年度

经营目标任务，积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业务结构调整，

努力拓展客户资源，加强风险管控，各项业务实现了稳健发

展。

（五）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本公司董事会现有 3名独立董事和 1名外部监事。报告

期内，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本着为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履

行诚信和勤勉义务，认真参加董事会、监事会及各专业委员

会会议，积极发表客观、独立、专业的意见。同时，发挥各

自的专业特长，履行委员会主任的职责，主持各专门委员会

的工作，为本公司的发展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维护

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六）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报告期内，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在《金融时报》、

本公司官方网站和主要营业场所进行公开披露，使投资者和

利益相关人可以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信息。本公司认真

对待股东的来信、来电、来访和咨询，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

获得信息的机会，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经营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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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监事会

对本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督。行长受聘于董事会，对本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全面负责。本公司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各分支机

构均为非独立核算单位，其经营管理活动根据总行授权进

行，并对总行负责。

三、与控股股东“五分开”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与大股东在业

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五方面完全独立。

四、企业社会责任

本公司始终坚持“源于社会、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

理念，紧跟地方发展战略，积极为实体经济、“五水共治”、

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普

惠金融支持；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创新还款方式，为企业提

供“年审制”、“小微通”循环贷等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

效；始终坚持“市民银行”本色，助力智慧城市建设，为市

民提供集公共事务服务、日常消费支付、电子身份标识、商

业功能与一体的“双龙·龙通卡”产品，提升市民的用卡便

捷度；同时积极组织参与无偿献血、“慈善一日捐”、结对

帮扶、青年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

第七章 董事会报告

一、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本公司资产总额 552.91 亿元，增长 13.96%，

完成目标任务的 99.44%；各项存款余额 400.45 亿元，增长

5.54%，高于金华市金融机构存款增幅 1.78 个百分点；各项

贷款余额 300.45 亿元，增长 7.39%；实现经营利润 6.69 亿

元；资本充足率为 10.61%，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9.73%；贷款

损失准备率为 189.64%，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为 186.45%，

拨备覆盖率为 175.96%，拨贷比为 2.57%；全年实现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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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事故、无重大刑事案件、无经济案件“三无”目标。

二、2016 年工作重点

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按照“做大零售、做强小微、做好

公司业务，稳步发展投资业务”的目标，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实施差别化服务、错位竞争策略，搭建“互联网+”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增强核心竞争力，健全全面风控机制，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转型发展初见成效。

第八章 监事会报告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根据《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规定，认真履行了监督的职能，监督和支持董事会、高级管

理层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股东大会决议，维护了股东的

合法权益，促进了本公司规范运作。

二、监事会就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董事会能及时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向股东大

会报告工作情况；认真履行股东大会决议，较好地完成了股

东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董事会对《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的提案》、《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4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

况报告》等 17 项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的决议依法、合规、

科学、客观。高级管理层能认真执行董事会决议，公司财务

报告真实、完整。董事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监

管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基本信息、财务会

计报告、风险管理信息、公司治理信息、年度重大事项等，

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本行的实际情况。

董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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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司风险管理状况

2015 年，本公司按照全面风险管理要求，牢固树立全面

风险管理理念，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内控管理，建立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大力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建设，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信息科技风险的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升，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全年

实现“无经济案件、无刑事案件、无重大责任事故”的“三

无”目标，实现安全经营。

1、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

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影响金融产

品价值，从而给债权人或金融产品持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风

险。报告期内，受经济结构调整、担保圈风险蔓延、民间借

贷传染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复杂化，

信用风险防控难度加大。为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

势，本行着力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正确处理好业务

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调整优化客户结构，加大消费金融、

民生领域、绿色经济的信贷支持，压缩控制“两高一剩”行

业贷款；提高信用风险排查频率，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开展

不良贷款清收核销，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加强风险资产的责

任认定与追究，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罚问责力度，不断提高风

险管控能力。目前风险抵补能力较强，整体信用风险控制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

2、操作风险管理：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

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

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报

告期内，本公司加强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业务操作专

业化和集中化管理，完善帐务中心、支付结算中心、会计业

务后督中心等专业化处理中心建设，基本形成了以事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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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事中控制、事后检查为手段的操作风险控制机制。同时，

加大对操作风险的排查稽核力度，通过内控评价、专项业务

风险排查、案件防控排查等多层次风险督查，进一步加强内

控管理和案防工作，强化内控制度执行力，严防操作风险。

3、市场风险管理：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

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本行表内和表

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建立了与自身

整体业务发展战略、业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市场

风险管理体系，由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承

担市场风险的业务经营部门共同构建本公司市场风险管理

组织体系；加强市场风险的日常识别、监测和分析工作，将

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工作常规化、定期化，进一步提高市场风

险管理工作质量。

4、流动性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是指本行无法以合理

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

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报告期

内，本公司加强经济逆周期流动性风险管理，根据各类资金

来源期限状况，加大存贷款结构调整力度，加强资产负债期

限管理和日常流动性风险的监测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本公司资产流动性安全水平；制定了流动性风险应急预

案，不定期开展流动性危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升应对流

动性风险的综合处置能力；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

并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引导本公司调整经营战略，加强流动性

风险管理。

5、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信息科技风险是指信息科技在

银行运用中，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技术漏洞和管理缺

陷产生的操作、法律和声誉等风险。报告期内，本公司加强

信息科技风险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制度体

系；进一步完善信息科技系统建设，加大信息科技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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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投入，对客户管理、渠道服务、决策管理、风险管理、

数据集成、后台支持等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完善各重要信息

系统的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本公司应对信

息科技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信息科技综

合管理水平。

6、声誉风险管理：声誉风险是指由银行经营、管理及

其行为或声誉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银行负面评价所引起

的风险。报告期内，本公司高度重视声誉风险管理，完善了

声誉风险管理制度，提升了全员声誉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

上防范和控制声誉风险，尽力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做好舆情监测工作，遏制声誉风险事件的发生，提高舆情的

管控能力；建立重大及群体性消费者投诉预防、报告和应急

处理工作机制，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

大声誉风险事件发生。

第十章 其它重大事项

1、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

等事项。

3、报告期内，无重大托管、担保、承诺、委托资产管

理事项。

4、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在处理关联交易时，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充的商业

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定的相关制度。以不

优于非关联方同类型交易的条件进行操作。

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报告期末，公司全部关

联交易业务余额 113465 万元，剔除保证金后授信余额 64255

万元，占全行 2015 年末资本净额 15.43%；对单一关联方的

最大授信余额为 38000 万元，占全行资本净额的 9.1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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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关联集团最大授信余额为 38000 万元，占全行资本净额

的 9.12%。综上，公司全部关联交易余额占资本净额比例、

单一关联方和单一关联集团授信余额占净资本净额的比例

均符合监管要求。目前，在本公司有授信的法人和自然人贷

款质量良好，贷款及票据业务均为正常。

5、报告期内，本公司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本公司按国内会计准则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审

计机构。

6、其他事项

2015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嘉兴分行正式开业。

2015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台州分行获准筹建。

第十一章 附 录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查看附件《金华银行 2015 年度报表》

http://www.jhccb.com.cn/data/tosend/resource/upload/2015d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