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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本行持續完善全面
風險管理體系，加強各類風險的全面統籌管理，不
斷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堅守風險底線。持續優化風
險管理政策，健全風險評估機制。完善資本管理高

級方法，開發環球大企業評級模型，提升風險模型
預測精準度。加快推進內評法應用，持續強化風險
調整資本回報率(RAROC)應用，支持業務「輕資本」
發展。建設全球額度管控系統，推動海內外系統一
體化。進一步整合風險數據基礎，提升數據質量。

本行風險管理架構如下圖所示：

董事會

總稽核

稽核委員會

反洗錢工作委員會

資產處置委員會

風險政策委員會

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
委員會

高級管理層
（集團執行委員會）

風險管理

窗口式

業務部門 境內外分行 附屬機構

垂直式 董事會式

資本管理

合
規
部

內
控
與
法
律

財
務
管
理
部

財
務
管
理
部

辦
公
室

授
信
管
理
部

信
用
審
批
部

風
險
管
理
部

稽
核
條
綫

稽
核
部

董
事
會

管
理
層

管
理
模
式

集
團
相
關
管
理
部
門

信用風險管理

本行密切跟進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控風險、抓化
解、促發展、強基礎，強化信貸資產質量管理，完
善信用風險管理政策，推進信貸結構優化，提升風
險管理的主動性與前瞻性。

強化信貸資產質量管理。密切關注經濟形勢變化，
加強貸後管理，建立完善定期盤存、逾期貸款名單
式管理、重大信用風險事項管理、集團客戶集中審
批、大戶管控等風險監控預警機制，強化潛在風險
主動管控。加強對重點地區的風險分析與資產質量
管控工作督導，加強對貿易融資等重點產品的窗口
指導，保持資產質量相對穩定。

持續調整優化信貸結構。本行以促進戰略實施和平
衡風險、資本、收益為目標，加大應用新資本協議
實施成果，完善信貸組合管理方案。結合國家宏觀
調控措施和產業政策導向，制定行業授信指引，持
續推進行業政策體系建設，優化信貸結構。

公司金融方面，進一步加強重點領域風險識別、管
控和主動壓退，通過限額管理嚴格控制總量和投
向，防範化解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風險。加強地方政
府融資平台貸款管理，嚴格控制總量。落實國家房
地產調控政策和監管措施，加強房地產貸款風險管
理。

個人金融方面，落實個人住房貸款的監管要求，
繼續嚴格執行差別化的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完善
個人住房貸款、個人經營類貸款、個人營運類汽車
貸款、海外個人貸款、信用卡授信等方面的管理政
策。加強對重點產品、重點地區的風險管控。

加強國別風險管理，強化海外信貸資產質量監控。
加強評級管理和限額管控，完善國別風險管理政策
制度和風險監測管理體系，進一步加強對潛在高風
險國家和地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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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不良資產清收力度。各分行成立清收中心，統
一調配行內外清收資源，對不良項目進行集中管
理，提高處置效率。深挖不良資產潛在價值，多策
並舉，積極探索不良資產證券化等創新方式，因企
施策，加大重組力度，努力幫助企業走出困境。利
用本行國際化、多元化優勢，開展國內外清收實踐
與政策的對比分析，積極參與監管政策研究和調
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依法合規做好不良資產處
置與問責工作。

根據中國銀監會制定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引》，科學
衡量與管理信貸資產質量。《貸款風險分類指引》
要求中國商業銀行將信貸資產分為正常、關注、
次級、可疑、損失五類，其中後三類被視為不良貸
款。為提高信貸資產風險管理的精細化水平，本行
對中國內地公司類貸款實施十三級風險分類，範圍
涵蓋表內外信貸資產。加強對重點行業、地區和重

大風險事項的風險分類管理，及時進行動態調整。
強化貸款期限管理，對逾期貸款實行名單式管理，
及時調整風險分類結果，如實反映資產質量。對本
行海外業務，若當地適用規則及要求比《貸款風險
分類指引》更嚴格，則按當地規則及要求進行信貸
資產分類。

2015年末，集團不良貸款總額 1,308.97億元，比
上年末增加304.03億元，不良貸款率1.43%，比上
年末上升0.25個百分點。集團貸款減值準備餘額
2,006.6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21.34億元。不良貸
款撥備覆蓋率153.30%，比上年末下降34.30個百
分點。中國內地機構不良貸款總額1,276.35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305.78億元，不良貸款率1.77%，比
上年末上升0.30個百分點。集團關注類貸款餘額
2,291.6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85.11億元，佔貸款
餘額的2.51%，比上年末上升0.14個百分點。

貸款五級分類狀況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集團
　正常 8,775,798 96.06% 8,182,127 96.45%

　關注 229,165 2.51% 200,654 2.37%

　次級 58,741 0.64% 54,369 0.64%

　可疑 41,516 0.45% 24,705 0.29%

　損失 30,640 0.34% 21,420 0.25%

　合計 9,135,860 100.00% 8,483,275 100.00%

　不良貸款總額 130,897 1.43% 100,494 1.18%

中國內地
　正常 6,854,159 95.21% 6,319,759 95.67%

　關注 217,300 3.02% 188,957 2.86%

　次級 57,049 0.79% 52,925 0.80%

　可疑 40,612 0.56% 22,991 0.35%

　損失 29,974 0.42% 21,141 0.32%

　合計 7,199,094 100.00% 6,605,773 100.00%

　不良貸款總額 127,635 1.77% 97,05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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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貸款五級分類遷徙率

單位：%
項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正常 2.22 1.92 1.68

關注 22.07 9.89 10.52

次級 48.25 42.38 31.09

可疑 46.25 46.94 8.86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若有客觀證據證明貸款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減少且減少金額可以可靠計
量，本行確認該客戶貸款已減值，並計提減值準備。年末集團已識別減值貸款總額1,302.37億元，比上年
末增加304.48億元，減值貸款率1.43%，比上年末上升0.25個百分點。中國內地機構減值貸款總額1,276.35

億元，比上年末增加305.78億元，減值貸款率1.77%，比上年末上升0.30個百分點。香港澳門台灣及其他國
家機構已識別減值貸款總額26.02億元，比上年末減少1.30億元，減值貸款率0.13%，比上年末下降0.02個
百分點。

已識別減值貸款變化情況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集團
　期初餘額 99,789 73,119 65,455

　增加額 71,325 60,197 31,658

　減少額 (40,877) (33,527) (23,994)

　期末餘額 130,237 99,789 73,119

中國內地
　期初餘額 97,057 70,433 62,844

　增加額 69,422 58,577 30,325

　減少額 (38,844) (31,953) (22,736)

　期末餘額 127,635 97,057 70,433

按貨幣劃分的貸款和已識別減值貸款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項目 貸款總額 減值貸款 貸款總額 減值貸款 貸款總額 減值貸款
集團
　人民幣 7,011,867 112,983 6,339,052 86,914 5,741,454 61,452

　外幣 2,123,993 17,254 2,144,223 12,875 1,866,337 11,667

　合計 9,135,860 130,237 8,483,275 99,789 7,607,791 73,119

中國內地
　人民幣 6,799,585 112,763 6,104,014 86,205 5,553,630 61,184

　外幣 399,509 14,872 501,759 10,852 504,550 9,249

　合計 7,199,094 127,635 6,605,773 97,057 6,058,180 7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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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按照審慎、真實的原則，及時、足額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貸款減值準備包括按單項方式評估和按組
合方式評估的準備。貸款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二、4，六、3。

2015年，集團貸款減值損失558.72億元，比上年增加92.66億元，信貸成本0.63%，比上年提高0.05個百分
點。其中，中國內地機構貸款減值損失533.27億元，比上年增加97.53億元，信貸成本0.77%，比上年上升
0.08個百分點。

本行持續加強貸款客戶的集中風險控制，符合借款人集中度的監管要求。

單位：%

指標 監管標準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2013年

12月31日
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例 10 2.3 2.4 2.1

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 50 14.0 14.7 14.2

註：

1  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例＝單一最大客戶貸款餘額÷資本淨額。

2  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最大十家客戶貸款餘額÷資本淨額。

貸款分類、已識別減值貸款分類以及貸款減值準備等其他信息，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五、17，六、3。

下表列示2015年末本行十大單一借款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行業 貸款餘額
佔貸款總額

百分比
客戶A 製造業 33,899 0.37%
客戶B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30,979 0.34%
客戶C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27,014 0.30%
客戶D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22,793 0.25%
客戶E 商業及服務業 19,026 0.21%
客戶F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16,503 0.18%
客戶G 採礦業 16,494 0.18%
客戶H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14,653 0.16%
客戶I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14,129 0.15%
客戶J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13,80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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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

本行根據市場環境、業務發展和管控要求變化，修
訂市場風險管理政策，不斷提升集團市場風險管理
制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積極應對業務風險特徵變
化，加大交叉風險的防控，建立一體化的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管理。持續推進金融市場業務前中後台一
體化項目群建設，支持海外分行業務發展。

持續提升集團交易賬戶市場風險管理的主動性。
統一集團壓力測試情景，實現集團各機構交易業
務市場風險限額的全覆蓋。優化限額動態調整機
制，為業務發展配置合理風險資源。針對國內資本

市場波動加大、國內外金融市場互通的趨勢，加強
對股票、商品等非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的市場風險監
控分析，提高對風險事件的預警和應急處置能力。
配合倫敦黃金定價、離岸人民幣一體化交易、多地
自貿區交易等創新業務發展，制定業務授權、管控
流程、風險計量和系統實施方案，有效支持業務發
展。市場風險情況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六、4。

加強表內外債券投資穿透式管理。對信用類債券
分級預警、分層管理，建立集團統一的風險預警機
制。制定規則，合理開展人民幣信用類債券減值計
提，有效緩釋風險。建立境內資產證券化產品風險
評估模型，開展資產證券化風險量化評估。

本行主要通過利率重定價缺口分析來評估銀行賬戶利率風險，並根據市場變化及時進行資產負債結構調
整，將淨利息收入的波動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假設所有貨幣收益率曲線向上或向下平行移動25個基點，集
團銀行賬戶各貨幣的收益敏感性狀況如下5：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項目 人民幣 美元 港幣 其他 人民幣 美元 港幣 其他
上升25基點 (2,046) (191) (90) (239) (1,240) (149) 86 132

下降25基點 2,046 191 90 239 1,240 149 (86) (132)

匯率風險管理力求實現資金來源與運用的貨幣匹配，並通過結匯等方式管理匯率風險，外匯敞口得到有效
控制。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目標是建立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對集團和法人層面、各機構、各業務條線的
流動性風險進行有效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確保以合理成本及時滿足其流動性需求。

本行流動性管理治理結構由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其下設的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總行職能部門
和境內外分行及附屬機構共同組成。其中，董事會承擔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最終責任，其他層級承擔自身的
流動性管理和監督職能。

本行堅持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平衡的經營原則，嚴格執行監管要求，完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不斷
提高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加強集團整體和分支機構流動性風險管控，制定了完善的流動性
風險管理政策和流動性風險應急預案，定期對流動性風險限額進行重檢，不斷完善流動性風險預警體系，
加強債券投資等優質流動性資產管理，實現風險與收益平衡。定期完善流動性壓力測試方案，按季度進行
壓力測試，測試結果顯示本行在壓力情況下有足夠的支付能力應對危機情景。

5 上述分析採用中國銀監會規定的方法，包括所有表外頭寸。但該敏感性分析僅供說明用途，並基於2015年末的靜態缺口計算，未
將客戶行為、基準風險或債券提前償還的期權等變化考慮在內。在此僅列示各利率向上或向下平行移動25個基點對集團收益的潛
在影響。根據集團審計後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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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本行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達到監管要求，具體如下表（流動性比例為集團口徑指標，超額備付率
及拆借資金比例為中國內地機構口徑指標，監管指標根據中國內地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計算）：

單位：%

主要監管指標 監管標準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2013年

12月31日
流動性比例 人民幣 25 48.6 49.9 48.0

外幣 25 62.0 59.9 62.2

超額備付率 人民幣 – 1.5 2.3 1.7

外幣 – 19.0 14.6 23.8

拆借資金比例 拆入資金比例 8 1.1 0.3 0.2

拆出資金比例 8 0.1 0.4 2.3

缺口分析是本行評估流動性風險狀況的方法之一。本行定期計算和監測流動性缺口，利用缺口數據進行敏
感性分析和壓力測試。年末本行流動性缺口狀況如下（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六、5）：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逾期╱無期限 1,940,702 2,042,886

即期償還 (5,673,516) (5,015,706)
1個月及以下 (1,163,853) (804,780)
1個月至3個月（含） (236,711) (97,853)
3個月至1年（含） 734,148 230,541

1年至5年（含） 2,009,358 1,696,225

5年以上 3,747,477 3,132,115

合計 1,357,605 1,183,428

註： 流動性缺口＝一定期限內到期的資產 – 相同期限內到期的負債

聲譽風險管理

本行認真落實銀監會《商業銀行聲譽風險管理指引》
有關要求，積極貫徹執行集團聲譽風險管理政策，
持續完善聲譽風險管理體系和機制建設，進一步強
化聲譽風險併表管理，提高全集團聲譽風險管理水
平。重視潛在聲譽風險因素排查預警，加強日常輿
情監測，深入開展聲譽風險識別評估、應對處理和
報告評價工作，建立聲譽風險管理單位和責任單位
聯動機制，妥善應對聲譽風險事件，有效維護品牌
聲譽。持續開展聲譽風險培訓，提高員工聲譽風險
意識，培育集團聲譽風險管理文化。

內部控制與操作風險管理

內部控制

本行董事會、高級管理層以及下設專業委員會，認
真履行內控管理與監督職責，着力加強風險預警與
防範。

繼續堅持並優化內部控制三道防線體系。總行、一
級分行、直屬分行、二級分行（包含一級分行直管中
心支行）第二、三道防線以外的所有部門和二級分
行（不含）以下的所有分支機構是內部控制的第一道
防線，是風險和控制的所有者和責任人，履行經營
過程中的制度建設與執行、業務檢查、控制缺陷報
告與組織整改等自我風險控制職能。

各級機構的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職能部門是內部控
制的第二道防線，負責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的統籌
規劃、組織實施和檢查評估，負責識別、計量、監
督和控制風險。應用集團操作風險監控分析平台，
對重要風險進行常態化、智能化監控，及時採取風
險防範、緩釋措施，適時調整政策制度，促進業務
流程優化和系統完善。

稽核部門、監察部門是內部控制的第三道防線。稽
核部門負責對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充分性和有
效性進行內部審計。監察部門負責履行員工違規違
紀處理及案件查處、管理問責、黨內監督等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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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稽核部門有效履行內部審計職責，優化完
善稽核工作體系，大力推進稽核信息化建設；密切
關注風險動向和變化趨勢，加大對案防重點領域、
風險集中和高發領域、董事會和管理層以及監管機
構重點關注領域的監督和檢查，加強對風險事件或
風險隱患、監管機構和內外部審計發現問題的稽核
跟進力度，協助防範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動態跟
蹤集團風險管控機制的建設和完善，不斷促進全行
穩健經營和健康發展。

持續完善案防管理體系，落實組織領導責任、制度
建設和執行責任、監督檢查責任和問責責任，堅持
「一案四問」「雙線問責」「重大案件上追兩級」，確保
案防職責得到全面履行。全面加強日常內控管理，
在二級分行建立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委員會，積極
落實「基層負責人聯繫制度」等管理規定，着力提升
基層機構風險防控能力。應用現場檢查、非現場監
控、問題整改等管理工具，提升案件防範和化解能
力。

繼續推進《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及其配套指引的
實施，以保證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有效、財務信息準
確為首要目標，持續完善非財務內部控制。落實《商
業銀行內部控制指引》，遵循「全覆蓋、制衡性、審
慎性、相匹配」的基本原則，推進全行建立分工合
理、職責明確、報告關係清晰的內部控制治理和組
織架構。

本行按照各項會計法律法規，建立了系統的財務
會計制度體系，並認真組織實施。會計基礎紥實，
財務會計管理規範化、精細化程度不斷提高。制定
會計基礎達標考評標準，持續開展會計基礎達標工
作。持續加強會計信息質量管理，確保本行財務報
告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財務報告的編製符合適用的
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的規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地反映了本行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
量。

重視加強欺詐舞弊風險防控，主動識別、評估、
控制和緩釋風險。2015年，成功堵截外部案件128

起，涉及金額1.52億元。

操作風險管理

本行持續完善集團操作風險管理體系。深化操作
風險管理工具應用，運用操作風險與控制評估
(RACA)、關鍵風險指標監控(KRI)、損失數據收集

(LDC)三大工具，持續開展操作風險的識別、評估、
監控。優化操作風險管理信息系統，提高系統支持
力度。完善內控問題整改機制，建立整改書面承諾
制。持續加強業務連續性管理體系建設，優化業務
連續性管理運行機制。

合規管理

本行持續完善合規風險管理體系，落實合規風險管
理要求。持續跟進最新監管要求、監管檢查和監管
評價等合規風險信息，監控、評估合規風險，實行
重大合規風險信息報告制度。落實國際監管要求，
推進海外機構合規委員會機制建設，加大考核力
度，提升集團整體合規風險管理水平。

強化集團反洗錢工作，制定並落實反洗錢工作三年
規劃。完善反洗錢治理結構，增加反洗錢資源，規
範反洗錢工作委員會運行機制；落實監管要求，修
訂和完善業務條線反洗錢工作指引。強化可疑交易
識別監控，完成境內機構可疑交易甄別中心設立，
繼續開展對可疑交易分析意見的質量監督，提升可
疑交易報告質量。建立並運行「風險為本」的客戶洗
錢風險評級機制，優化客戶風險評級系統功能。繼
續推進反洗錢系統在海外機構推廣投產。落實反洗
錢全員培訓計劃，實現對基層員工反洗錢培訓100%
覆蓋。

加強關聯交易及內部交易管理。組織集團關聯方數
據更新，強化信息核對和監控。優化關聯交易監控
系統，增加交易信息自動採集範圍和關聯方名單自
動核驗功能。組織開展集團內部交易監控和報告，
指導規範內部交易審核機制運行。

資本管理

本行根據資本監管規定，引導全行強化資本約束
意識，持續優化表內外資產結構。加大對輕資本型
資產業務資本配置力度，合理控制表外風險資產
增長，嚴格控制高風險權重資產規模，節約資本佔
用。不斷加強新資本協議成果應用，將新協議工具
融入信貸政策和組合管理，實施RAROC剛性控制，
促進信貸資源向輕資本業務傾斜。

持續穩妥推進外部融資工作，於2015年3月13日再
次在境內市場成功發行280億元優先股，圓滿完成
了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批准的1,000億元優先股發行
計劃，成為優先股發行規模最大的境內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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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行抓住資本市場時間窗口，實施400億元可轉債贖回工作，有效促進投資者轉股，最終轉股率為
99.94%，有效補充核心一級資本。上述資本補充切實提升了本行的資本數量和質量，為未來發展奠定了堅
實基礎。本行將進一步提升資本管理水平，推動各項業務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滿足股東回報要求。

資本充足率情況

2014年4月2日，銀監會正式核准本行實施資本管理高級方法。2015年末，本行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
法（試行）》及《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分別計量的資本充足率情況列示如下：

資本充足率情況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中國銀行集團 中國銀行

項目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計算：
核心一級資本淨額 1,182,300 1,054,389 1,042,396 929,096

一級資本淨額 1,285,459 1,127,312 1,142,110 1,000,841

資本淨額 1,498,396 1,378,026 1,335,327 1,234,879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1.10% 10.61% 11.06% 10.48%

一級資本充足率 12.07% 11.35% 12.12% 11.29%

資本充足率 14.06% 13.87% 14.17% 13.93%

根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計算：
核心資本充足率 11.38% 11.04% 11.56% 11.20%

資本充足率 14.45% 14.38% 14.53% 14.45%

關於本行更多資本計量相關信息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六、7。

槓桿率情況表

2015年4月1日，《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修訂）》正式實施。本行根據《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修訂）》
《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的相關規定，計量的槓桿率情況列示如下：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5年12月31日
根據《商業銀行槓桿率
管理辦法（修訂）》計算

2014年12月31日
根據《商業銀行槓桿率

管理辦法》計算
一級資本淨額 1,285,459 1,127,312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餘額 18,297,331 18,230,490

槓桿率 7.03% 6.18%

關於本行更多槓桿率相關信息見合併會計報表附件四「槓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