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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给2010年6月28日在巴塞尔举行的
国际清算银行年度股东大会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地将本财政年度（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国际清算银行第 80 期

年报提交给诸位。

本年度净利润达 18.598 亿特别提款权，去年净利润为 4.461 亿特别提款权。

2009/2010 财政年度的详细情况请见本年报第 122～176 页（中文版——编者注）

“净利润与分配”。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章程第 51 条，董事会提议本届股东大会将总额为 3.741 亿

特别提款权的资金用于支付正常红利和增发红利，其中正常红利 1.556 亿特别提

款权（每股 285 特别提款权），增发红利 2.185 亿特别提款权（每股 400 特别提款

权），以特别提款权的构成币种或瑞士法郎支付。

董事会进一步建议将 1.486 亿特别提款权的资金转入一般储备基金，1,200

万特别提款权的资金转入特别红利储备基金，将剩余的 13.251 亿特别提款权的资

金转入自由储备基金。

上述提议如获股东大会批准，本行为 2009/2010 财政年度提取的红利将在

2010 年 7 月 8 日支付给股东。

 总经理

 海密·卡罗阿纳

 2010 年 6 月 11 日于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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