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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主要業務分部的營業收入情況如下表所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商業銀行業務 216,604 82.71% 220,743 92.14%

其中：公司金融業務 108,234 41.34% 103,346 43.14%

　　　個人金融業務 77,219 29.48% 68,280 28.50%

　　　資金業務 31,151 11.89% 49,117 20.50%

投資銀行及保險業務 11,579 4.42% 13,614 5.68%

其他業務及抵銷項目 33,712 12.87% 5,204 2.18%

合計 261,895 100.00% 239,561 100.00%

集團主要存貸款業務情況如下表所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項目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公司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124,455 4,818,850 4,431,867

　　　　　　各外幣折人民幣 323,135 314,162 265,826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各貨幣折人民幣 1,386,582 1,310,194 1,213,479

　小計 6,834,172 6,443,206 5,911,172

個人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4,316,452 3,982,160 3,688,329

　　　　　　各外幣折人民幣 294,404 257,439 198,621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各貨幣折人民幣 804,797 759,726 754,215

　小計 5,415,653 4,999,325 4,641,165

公司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4,561,745 4,402,258 4,021,257

　　　　　　各外幣折人民幣 358,501 398,103 500,208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各貨幣折人民幣 1,727,609 1,569,551 1,524,131

　小計 6,647,855 6,369,912 6,045,596

個人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2,697,203 2,397,327 2,082,757

　　　　　　各外幣折人民幣 1,308 1,406 1,551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各貨幣折人民幣 381,909 367,215 353,371

　小計 3,080,420 2,765,948 2,43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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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業務

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

上半年，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實現營業收入1,836.06億元，同比減少61.43億元，下降3.24%。具體如下表所

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公司金融業務 93,238 50.78% 93,670 49.37%

個人金融業務 68,663 37.40% 60,253 31.75%

資金業務 21,462 11.69% 35,608 18.77%

其他 243 0.13% 218 0.11%

合計 183,606 100.00% 189,749 100.00%

公司金融業務

公司存款業務

本行加快發展公司負債業務，持續提升金融服務水

平，帶動公司存款穩定增長。進一步夯實公司存款客

戶基礎，穩步拓展行政事業單位客戶，加強維護基

本結算客戶和現金管理客戶。加強產品服務創新，

把握企業直接融資快速發展等業務機會，努力拓寬

公司存款來源，深挖存款增長潛力，公司存款實現

平穩增長。6月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存款總

額51,244.5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3,056.05億元，增長
6.34%。外幣公司存款總額折合487.29億美元。

公司貸款業務

本行持續加大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全面貫徹國家產

業政策，積極支持重點投資領域，促進區域經濟協

調發展，助力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持續優化信貸結

構，努力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為產能跨境轉移、中

國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信貸支持。加快公司金融

服務轉型，引導客戶拓寬融資渠道，滿足客戶多元化

融資需求。6月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貸款總

額45,617.4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594.87億元，增長
3.62%。外幣公司貸款總額折合540.63億美元。

貿易金融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貿易金融業務傳統優勢，積極參與“一

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自

貿區”）建設，全力支持國家戰略落地實施。加大供

應鏈金融拓展力度，大力發展在線供應鏈融資，創新

推廣全球大宗商品結構化融資，進一步鞏固保理、

保函、福費廷等重點優勢產品，持續提升基本結算賬

戶服務水平，帶動結算業務規模穩步提升，票據業務

穩健發展。切實強化貿易金融風險管控，完善貿易融

資全流程風險管理機制，開展貿易金融內控案防專

項治理，確保業務發展質量。上半年，集團國際結算

量、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繼續保持全球領先，中國內地

機構國際貿易結算市場份額、跨境人民幣結算市場

份額穩居同業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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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管理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全球一體化經營優勢，持續完善全球

現金管理平台產品體系，客戶服務體驗不斷提升。

積極支持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有力把握跨境現

金管理業務機遇，大力拓展跨境本外幣資金集中運

營、自貿區跨境現金管理業務，市場份額保持領先。

成功中標多家跨國企業集團現金管理項目，現金管

理集團客戶量快速增長。上線銀銀直連現金管理系

統，有效滿足差異化客戶需求。

金融機構業務

本行繼續深化與境內銀行及境外代理行、非銀行金

融機構及境外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國際金融組織

等全球各類金融機構的全方位合作，客戶覆蓋率保

持市場領先。與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的1,600余家機

構建立代理行關係，為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理行客

戶開立跨境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1,489戶，領先國內

同業。推廣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CIPS)，與117家境內

外金融機構簽署間接參與行合作協議。合格境外機

構投資者(QFII/RQFII)託管服務客戶數量和業務規模居

同業前列。支持國外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發行熊猫債

券和離岸人民幣債券，協助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在華發行熊猫債券30億元，協助匈牙利政府發行中

東歐地區首隻主權離岸人民幣債券10億元，協助金

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在中國境內發行30億元人民幣綠

色金融債券。緊跟“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與黑海貿易

開發銀行、奧地利奧合國際銀行簽署《“一帶一路”業

務戰略合作備忘錄》。上半年，本行金融機構外幣存

款市場份額排名第一，B股清算業務量排名第一，海

外代理行結算來委業務量排名第一，第三方存管業

務快速增長，代理保險手續費收入創歷史最好水平。

中小企業金融

本行全面貫徹落實國家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

施，積極創新中小企業服務模式，支持中小企業業務 

持續健康發展。上半年，中國內地小微企業貸款穩步 

增長，持續保持“三個不低於”，即增速不低於中國

內地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

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

平。積極創新機制、產品和服務，滿足科技創新企業

融資需求，在中國內地大型商業銀行中，獨家入選首

批投貸聯動試點。進一步優化續貸流程，減免符合條

件的服務收費，提升融資便利程度，着力緩解中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緊跟“一帶一路”國家戰

略，成功舉辦中國 — 澳大利亞、中國 — 新西蘭、中

國 — 中東歐、陝西、湖南等中小企業跨境投資與貿

易洽談會，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全球市場、引進先進 

技術。持續加強風險防控和合規經營，健全資產質量

管控預警機制，信用風險甄別和化解能力進一步提

升，中小企業貸款質量穩定可控。6月末，小微企業3

貸款余額12,418億元，比上年末增加960億元。中小

企業客戶數274萬戶，貸款余額18,983億元。

養老金業務

本行緊密圍繞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斷拓展業

務範圍，持續推進產品創新，完善服務系統功能，

建立綜合服務體系，為客戶提供企業年金、職業年

金、社會保障、薪酬福利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及養

老保障管理產品等一系列養老金融服務，客戶滿意

度持續提升。6月末，養老金個人賬戶管理數390.44

萬戶，比上年末新增3.09萬戶，增長0.80%；託管運

營資金1,401.90億元，比上年末新增83.90億元，增長
6.37%；服務客戶超過1萬家。

3 小微企業貸款統計按照《關于2014年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4]7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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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金融業務

個人存款業務

本行積極順應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趨

勢，加快推進產品創新，強化外幣服務優勢，帶動存

款業務穩定增長。持續做好代發薪、代收付等基礎服

務，優化完善個人大額存單產品功能，研發在線開立

電子賬戶，滿足客戶差異化服務需求。進一步豐富個

人外幣存款產品種類，個人存取款業務覆蓋幣種達

到24種，可兌換外幣幣種達到33種，外滙服務領先

優勢持續擴大。6月末，中國內地人民幣個人存款總

額43,164.5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3,342.92億元，增長
8.39%。外幣個人存款總額折合443.97億美元，市場

份額繼續居同業之首。

個人貸款業務

本行切實貫徹國家擴內需、促消費政策導向，大力

拓展個人貸款業務。加大個人住房貸款投放力度，

滿足居民住房消費需求。優化線上貸款服務布局，推

出中銀E貸系列產品，客戶體驗持續提升。加大國家

助學貸款支持力度，連續十一年獲得中央部屬高校

國家助學貸款業務承辦權。6月末，中國內地人民幣

個人貸款總額26,972.03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998.76

億元，增長12.51%。

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服務

本行加快發展財富管理業務，持續完善私人銀行服

務，市場競爭力穩步提升。加強客戶經理和私人銀行

家隊伍建設，持續深耕客戶關係，中高端客戶數量持 

續增長。依托客戶關係管理系統，開展客戶精准營

銷。完善分層服務體系，加快渠道轉型升級。充分發

揮多元化經營優勢，依托海內外一體化資源，彙聚行

業領先合作伙伴，搭建綜合金融服務平台，為中高端

客戶提供優質的財富管理服務。豐富私人銀行專屬

產品體系，創新推出全權委託資產配置服務，私人銀

行資產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圍繞教育、慈善、健康

等主題，持續豐富“中銀私享薈”專享服務體系，繼續

開展“春蕾計劃”愛心助學活動。加快推進私人銀行

業務全球布局，以香港澳門地區、新加坡為支點，打

造輻射全球的私人銀行一體化服務網絡。6月末，在

中國內地設立理財中心7,479家、財富中心295家、私

人銀行38家。

銀行卡業務

本行大力推進信用卡產品創新，持續完善財富、商

旅、跨境、消費金融和都市年輕五大產品體系，積極

推廣愛駕汽車卡、自由行卡、全幣卡、卓雋留學生卡

等重點產品，推出都市繽紛白金卡、新東方聯名卡、

中美旅遊年紀念卡、騰訊視頻聯名卡等特色產品。着

力打造多層次民生消費金融服務體系，大力拓展卡

戶分期、愛家分期、汽車分期等特色分期業務，創新

推廣消費類場景分期業務。加大互聯網場景獲客力

度，優化“中國銀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繽紛生活”

手機APP等線上服務功能，為客戶提供便捷高效的應

用體驗。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信用卡立體營銷體系，

向境內消費者深度推廣“最惠中行日”，向跨境客戶

繼續開展“環球精彩，一卡盡享”“中銀海淘”，面向

分期客戶推廣“無處不分期，越分越有禮”主題。積

極推進差異化客戶生命周期管理和額度動態調整，

全面提升客戶服務體驗。6月末，信用卡累計有效卡

量5,659.94萬張，比上年末增長6.23%；上半年，實

現分期交易額970.82億元，同比增長20.09%。

本行持續完善借記卡產品服務體系，通過產品創新

帶動借記卡業務快速發展。大力推進借記卡線上業

務，積極探索“互聯網+”業務轉型，推出Apple Pay、
Samsung Pay、HCE等創新支付產品，實現借記IC卡銀

聯小額免密快速支付功能，為客戶提供便捷的支付

結算服務。推進借記卡持卡人權益建設，提升客戶用

卡活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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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業務

投資業務

本行積極把握市場機遇，優化投資結構，抓住利率波

動時機，提高投資收益。加強對市場利率走勢研判，

合理擺布投資久期，積極調整投資組合結構，繼續加

大人民幣利率債投資佔比，降低信用風險敞口。跟進

國家宏觀政策，繼續以市場化方式參與地方政府債

投資。推進海外機構債券集中經營和決策，加強集團

債券投資統一管理。

交易業務

本行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強化

全球一體化建設，持續提升交易業務核心能力和市

場地位。加快香港、倫敦交易中心建設，突出離岸人

民幣報價能力，成為多個同業機構首選詢價銀行。強

化產品創新與業務轉型，成為首批“上海金”定價成

員之一，並敘做首筆銀行間黃金詢價期權交易，推出

鐵礦石遠期保值業務，辦理首筆自貿區代客人民幣

兌外幣貨幣互換業務；成為銀行間外滙市場首批人

民幣對南非蘭特、人民幣對韓元直接交易做市商，並

敘做首筆直接交易。緊隨“一帶一路”戰略，為“走出

去”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保值服務。順應網絡金融和

大數據應用趨勢，推出“E融滙”綜合資金交易品牌，

強化對公電子交易平台先發優勢。積極向境外機構

投資者推廣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外滙市場代理業務，

與多家國際金融組織建立合作關係。上半年，對客結

售滙市場份額位居市場第一。

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

本行抓住中國內地資產管理業務快速發展機遇，借

助多元化、專業性和全球化網絡優勢，努力為客戶提

供全方位、專業化、定制化的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

服務，包括債券投標、債券承分銷、資產管理、財務

顧問、一級市場債券投資等全球一體化專業服務。

持續拓展債券投資廣度和利率債投標服務範圍，為

中國內地全國性、地方性機構投資人提供一級市場

債券投資服務，為投資人提供國債、地方債以及政策

性金融債等利率債的投標服務。加大拓展投資顧問

業務，同業客戶量和管理資產規模穩步增長。堅持合

規銷售，持續拓寬銷售渠道，加大淨值型產品營銷

宣傳與推廣。完善財務顧問產品體系，滿足客戶“融

智”“融資”需求。穩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加快優

化存量資產結構和產品創新。上半年，本行離岸人民

幣債券發行量市場排名第一，熊猫債發行金額銀行

間市場排名第一，中資投資級G3（即美元、歐元、日

元）貨幣債券發行量市場排名第二，公開市場債務融

資工具承銷額市場份額排名第四，完成債券分銷量
2,418億元，累計發行理財產品2,660支，成功發行3

億元公司類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託管業務

本行把握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與“大資管”業務蓬勃

發展機遇，積極應對外部挑戰，以優化內部經營管理

為依托，加強市場營銷，持續推進託管產品創新、服

務優化和系統升級，全方位加強風險管控，託管業

務全球一體化布局初步形成，託管服務能力持續提

升。大力推廣保險客戶、基金公司客戶的資產管理

計劃、資產證券化、產業基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中國銀行

間債券市場等託管產品，率先推出跨境併購交易資

金、消費金融公司資產證券化託管等創新產品，託管

規模持續增長。加快布局全球託管網絡，成立亞洲、

歐洲等多家境內外託管業務中心，推進海外託管系統

的投產和境內託管業務系統與上海清算所的直連，

努力為本行客戶的全球資產配置提供一站式託管服

務。6月末，境內外託管資產規模為6.85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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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鎮銀行

中銀富登村鎮銀行積極落實國家“三農”政策，秉承

“立足縣域發展，堅持支農支小，與社區共成長”的發

展理念，致力於為農村客戶、小微企業、個體商戶和

工薪階層提供現代化金融服務，助推新農村建設。加

快村鎮銀行機構布局，重點填補中西部金融服務空白

縣域。6月末，在全國12個省（直轄市）設立77家村鎮

銀行和66家支行，其中78%在中西部，33%是國家級

貧困縣，成為國內機構數量最多、業務範圍最廣的村

鎮銀行。服務客戶88.0萬戶，比上年末增長20.5%。

存款余額167.22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0.89%。貸款

總額171.42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2.45%。涉農及小

微貸款佔全部貸款的91.2%。不良貸款率1.93%，不

良貸款撥備覆蓋率195.92%。

海外商業銀行業務

上半年，本行深入貫徹國家戰略，積極把握中國企業

“走出去”、國際產能合作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機

遇，繼續推進建設“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脉的戰略部

署，加快拓展海外機構布局，加快完善產品和服務體

系，加快推進海內外一體化發展，全球服務能力不斷

增強，市場競爭力持續提高。

6月末，海外商業銀行客戶存款、貸款總額分別折合
3,652億美元、3,163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4.28%、
6.93%。上半年，實現利潤總額81億美元，對集團利

潤的貢獻度為40.67%，經營規模、盈利能力和國際

化業務佔比繼續保持國內領先。

機構網絡布局方面，本行緊跟全球客戶金融服務需

求，加快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新興市場的機構

籌設，在已設立機構的國家增加經營網點數量，進一

步完善全球服務網絡，為客戶提供全面金融服務。6

月末，海外機構橫跨全球六大洲46個國家和地區，擁

有564家分支機構，覆蓋1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公司金融業務方面，本行深耕公司金融跨境業務“藍

海”，進一步完善全球客戶服務體系和跨境融資產品

服務體系建設。通過銀團貸款、項目融資、併購融

資、私募股權融資等高端產品，重點支持中國企業在

全球市場的跨境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助力中國企

業“走出去”並融入國際主流市場，支持境外企業“走

進來”合作共贏。加強與國際主流銀行及政策性金融

機構的業務合作，提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大

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與服務水平。

個人金融業務方面，本行依托全球網絡布局優勢，為

“走出去”個人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滿足客

戶海外留學、工作、置業等多種金融服務需求，不斷

提升一體化服務能力。出國金融見證開戶服務範圍

覆蓋至18個國家和地區。本行積極推進跨境支付業

務特色化發展，大力推廣跨境特色產品，強化“基礎

優惠+叠加活動+產品返現”的營銷方式，開展商戶返

現、事件性營銷、持續性主題營銷等活動，品牌優勢

不斷提升。實施海外銀行卡業務差異化發展策略，豐

富產品服務體系，建立專業化海外收單業務運作模

式，推進澳門公務卡、悉尼銀聯卡等新產品研發，海

外銀行卡功能不斷優化。

金融市場業務方面，本行發揮境內外一體化優勢，

拓寬海外行業務經營範圍，授權人民幣清算行開展

當地主報價業務，促進離岸人民幣交易業務發展。

在法蘭克福、紐約、悉尼等地區為跨國企業開展資金

業務服務。順應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加快全球託管系

統開發，完善全球網絡搭建，不斷優化海外託管服

務能力，推進海外機構託管業務快速發展，為QDII等

“走出去”客戶的跨境投資提供一體化服務支持。

支付清算服務方面，本行繼續提升跨境人民幣清算

能力，進一步鞏固在國際支付領域的領先優勢。上

半年，跨境人民幣清算量150.19萬億元，同比增長
1.45%，繼續保持全球第一。CIPS間參行數量市場排

名第一，綜合結算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完成境外中

央清算業務制度、流程、系統建設，正式啓用境外中

央對手方清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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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渠道服務方面，本行進一步拓展海外渠道服務

覆蓋範圍，完成加拿大中行、多倫多分行、巴拿馬分

行等機構的網銀服務推廣。推出海外個人手機銀行

客戶端，拓展海外移動金融服務。海外網上銀行、電

話銀行、短信銀行等服務功能進一步完善。

中銀香港

上半年，中銀香港有效把握市場機遇，核心業務表現

良好，重要財務指標保持穩健。深化客戶關係，提升

網點綜合服務能力，加強網絡金融建設；成功完成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出售事宜，繼續推進集團東

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地區業務重組，積極拓展東南

亞等海外市場，開啓邁向區域性銀行的新篇章。

發揮競爭優勢，鞏固核心業務市場地位。採取靈活

業務策略，存款及貸款增長均優於市場整體增幅，

存款結構繼續改善，成本較低的客戶存款佔比持續

上升。發揮貸款專業優勢，成功籌組多筆大型銀團貸

款及跨境併購融資項目，在香港 — 澳門銀團貸款市

場安排行保持排名首位。新發生住房貸款業務、銀聯

卡商戶收單及發卡業務均保持香港市場領先地位。

擔任香港市場多個大型新股發行項目收款銀行。成

為首家以直接參與者身份加入CIPS系統的境外機構，

進一步提升人民幣清算服務能力，繼續保持香港人

民幣業務市場主導地位。

深化客戶關係，強化市場競爭力。積極發展本地企

業客戶及機構業務，透過精細化營銷管理，提高業

務滲透率。大力拓展跨境需求，成功為多家大型企

業搭建跨境資金池。加大財富管理業務拓展力度，

重點開拓中高端客戶，加強家庭理財服務形象，“中

銀理財”及“智盈理財”客戶總量和理財資產規模持續

上升。充分利用集團優勢，加強內部業務聯動，私人

銀行客戶總量較快增長。加強投資產品多元化，代售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計劃下的內地基金，為客戶

提供更多跨境金融產品選擇。

推進網點轉型，提升網點綜合服務能力。推廣個人及

公司業務一體化服務模型，充分發揮服務網絡覆蓋

優勢，通過工商中心與分行的緊密合作，建立高效的

互動營銷機制，提升網點綜合服務能力和客戶體驗。

發展移動金融，加快網絡金融戰略實施。強化電子渠

道服務能力，不斷豐富手機銀行功能，手機銀行新增

個人對個人小額轉帳服務，在香港地區率先推出手

機銀行電子支票功能。大力發展移動支付業務，積極

推進Apple Pay等近場支付項目應用。網上銀行和手機

銀行等的電子渠道客戶數量穩定增長。

發揮區域聯動優勢，積極拓展東南亞市場。東盟及香

港地區戰略布局穩步推進，成功完成南洋商業銀行

有限公司的出售及股權交割事宜，進一步提高資本

實力。集團在東盟部分國家的銀行業務及資產重組

工作有序推進，中銀香港已就收購中國銀行（泰國）

股份有限公司和馬來西亞中國銀行簽訂收購協議，

成功獲批在文萊成立分行，逐步實現由城市銀行向

區域性銀行的轉型。充分發揮區域聯動優勢，成功為

內地龍頭企業在東盟地區擴展及“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獲得《亞洲銀行家》評選的“香港區最佳零售銀行”“香

港區最佳現金管理銀行”“香港區最佳交易銀行”“最

佳財富管理獎”及“香港區最佳企業貿易融資交易獎”

等獎項，連續9年獲得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的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欲進一步瞭解中銀香港的經營業績及相關情況，請
閱讀同期中銀香港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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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業務平台

本行充分發揮多元化業務平台優勢，積極抓住“一帶

一路”國家戰略深入推進和國家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

建設等市場機遇，立足專業領域，深化業務聯動，加

快推進交叉銷售和產品創新，增強集團協同效應，

向客戶提供全面優質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投資銀行業務

中銀國際控股

本行通過中銀國際控股經營投資銀行業務。中銀國

際控股積極把握“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走出去”、

人民幣國際化及“滬港通”等國家戰略和政策帶來的

發展契機，強化市場研判，加快推進國際化戰略，加

強風險合規管控，穩步提升全球服務能力，為境內外

客戶提供全業態金融解決方案。

股票承銷和財務顧問業務穩健增長，在香港新股公

開發售、兼並收購等領域名列前茅，刷新亞洲（除日

本外）併購市場銀行資產交易項目和中國併購市場金

融企業資產交易項目的規模記錄。以客戶為中心，

加強與商業銀行業務聯動，穩步擴大在歐洲、東南亞

和中國內地的業務營銷網絡。加大產品創新，推出人

民幣孖展借貸業務。

私人銀行、債券發行和承銷業務平穩發展，繼續保

持在大型央企、國企投資級債券發行領域的承銷優

勢。繼續優化重組內部組織架構，成立“銷售、交易

及研究板塊”，進一步提升對全球機構客戶的全方位

服務能力。直接投資業務表現良好，中國文化產業投

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和中銀國際基建基金穩

健運營。

環球商品業務平穩運行，完成首筆有貨權轉移的原

油回購協議，獲得馬來西亞交易所交易會員資格，

成為馬來西亞交易所第一家中資金融機構會員，可

為客戶提供棕櫚油衍生品交易服務。旗下中銀國際

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香港強積金業務和澳

門退休金業務繼續位居市場前列。

中銀國際證券

本行通過中銀國際證券在中國內地經營證券相關業

務。中銀國際證券秉承“穩健進取”的發展原則，在

嚴守風險合規的前提下，大力推進各項業務轉型發

展，培育公司核心競爭力，各項業務指標和收入市場

排名穩步提升，行業影響力穩步增強。繼續優化資產

管理業務結構，成功發行首隻公募基金產品，資產管

理業務規模繼續保持行業前列。充分發揮多元化、

國際化經營優勢，推動投行業務向“投行+商行”“投

資+投行”“境內+境外”的業務模式轉型。全面落實經

紀業務向財富管理轉型方案，實現零售經紀業務市

場佔有率的穩步提升。

中銀基金

本行通過中銀基金在中國內地經營基金業務。中銀

基金資產管理規模持續增長，投資業績良好，內控和

風險管理扎實穩健，盈利持續提升，品牌和市場美譽

度不斷增強。6月末，中銀基金公募資產管理規模達
2,446億元。

保險業務

中銀集團保險

本行通過中銀集團保險在香港地區經營一般保險業

務。中銀集團保險持續優化業務結構，加大優質業務

拓展力度，毛保費收入在香港一般保險市場位居前

列。充分利用集團一體化及多元化經營優勢，深化

銀保聯動機制，促進多層次協同，為客戶提供綜合性

的銀行和保險服務方案。不斷加強與國內外同業合

作，積極拓寬銷售渠道，挖掘海外市場業務潛力。扎

實推進完善風險評估體系，提升風險防控能力，有效

提升業務質量。加大品牌建設和重點產品的推廣力

度，市場影響力和客戶體驗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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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人壽

本行通過中銀人壽在香港地區經營人壽保險業務。
中銀人壽強化集團聯動和協同效應，加大營銷推廣力
度，保持人民幣業務在香港壽險市場的領先地位。
持續產品優化和創新，推出“薈富萬用壽險計劃”“享
盛保險計劃”等產品，滿足儲蓄和財富管理客戶的保
險需求。持續優化現有產品，提高產品競爭力。加快
拓展銷售渠道，增加經紀渠道合作伙伴，擴展專屬代
理規模，優化電子渠道操作界面，提升客戶體驗。

中銀保險

本行通過中銀保險在中國內地經營財險業務。中銀
保險積極抓住“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實施的市場機
遇，充分利用本行國際化優勢，不斷開拓境外保險業
務。在“走出去”的中國內地大型企業中，成功承保
外派員工僱主責任險和境外工程險。上半年，承保境
外項目53個，保險金額6,202億元。精心推進商業車
險費率改革，轄屬分公司全部通過中國保險監督管
理委員會商業車險費率改革監管驗收。加快電子商
務等創新業務的發展，網銷B2B、直銷車險、網銷非
車險業務均實現平穩增長。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快速
響應各類理賠項目，全力以赴做好理賠服務工作。

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保持標準普爾“A-”評級。

中銀三星人壽

本行通過中銀三星人壽在中國內地經營人壽保險
業務。上半年，中銀三星人壽保費收入同比增長
305%，其中，銀保期繳業務同比增長100%。中銀三
星人壽堅持以效益為中心，業務規模快速增長，市場
競爭力持續提升。加快結構調整，提升期繳業務和高
價值業務佔比。加快渠道創新，在本行網上銀行、手
機銀行和自助設備增加壽險產品服務。加快服務創
新，開通中銀三星人壽官方微信公眾服務號，升級呼
叫中心平台功能，在本行95566電話服務系統中融合
中銀三星人壽客服電話。加快產品創新，推出保障類
產品“圓福”、重疾險產品“祥福”、面向中高端客戶
的特色壽險產品“尊享家盈”等產品。

投資業務

中銀集團投資

本行通過中銀集團投資經營直接投資和投資管理業
務。中銀集團投資深入貫徹落實國家戰略，創新業務
模式，設立“中銀城市發展基金”和“中銀創新發展基
金”，在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重點戰略區域基礎設
施建設中搶佔先機，不斷提高對集團的戰略價值和
財務價值。積極把握市場機遇，發掘新興行業投資機
會，成功參與投資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
場股份有限公司及國內首家保險交易所 — 上海保險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加強投後管理和退出管理，
提升投資價值。

中銀航空租賃

本行通過中銀航空租賃經營飛機租賃業務。中銀航
空租賃是全球五大飛機經營性租賃公司之一，是總
部位於亞洲的最大飛機經營性租賃公司（按自有飛機
價值計算）。6月1日，中銀航空租賃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碼：2588），是全球飛機經
營性租賃行業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首次公開發售（按市
值計算）。中銀航空租賃成功上市，有利於保持穩健
的資金實力，提高資產擴張能力，提升在飛機租賃行
業的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推動本行多元化平台的
發展。中銀航空租賃始終致力於可持續增長，持續增
加訂單並投資新技術飛機以滿足客戶需求。同時，
通過積極的飛機銷售策略，繼續成為飛機租賃業內
最年輕的機隊之一。6月末，中銀航空租賃飛機總訂
單為218架，擁有265架機齡小、油耗低的現代化自
有飛機和代管飛機，自有飛機機齡均在十年以內，
機隊平均機齡為3.3年。標準普爾和惠譽投資信用評

級均為“A-”級。

（欲進一步瞭解中銀航空租賃的經營業績及相關情
況，請閱讀同期中銀航空租賃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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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渠道

本行是中國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銀行，在中

國內地及46個國家和地區為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

務，具備專業化、多樣化的服務渠道。本行致力於推

動營業網點和電子渠道的協同發展，通過渠道間的

協作互動打造整合一致的客戶體驗，通過信息技術

與金融服務的深度融合，使銀行服務化繁為簡，做到

“一點接入、全程響應”，隨時隨地滿足客戶需求。

網點建設

全面推動網點智能化升級改造。圍繞網點智能化建

設，完善網點功能分區，升級廳堂服務系統，加大智

能設備投放，簡化業務辦理流程，規範服務銷售流

程，打造網點全新客戶體驗，提升中國銀行品牌形象

及內涵。截至6月末，中國內地4,112家網點完成智能

化升級改造，業務流程顯著優化。

持續完善網點運營管理機制。優化網點效能評價體

系，完善網點等級評定機制，豐富網點業務品種，增

加網點營銷類人員配置，增強網點營銷服務能力，

加強網點各項業務風險管理，提升網點業務發展綜

合效能。

6月末，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機構（含總行、一級分行、

二級分行及基層分支機構）10,683家，中國內地非商

業銀行機構313家，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其他國家機

構564家。

 單位：台╱家（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變動比率
ATM 45,813 45,506 0.67%

自助終端 35,736 32,302 10.63%

自助銀行 14,357 14,045 2.22%

電子銀行

以移動互聯為重點，培育客戶電子渠道使用習慣。電

子渠道客戶活躍度和忠誠度持續提升，手機銀行業務

量快速增長，對本行客戶服務和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

顯著增強。上半年，本行電子渠道對網點業務的替代

率89.71%，電子渠道交易金額75.41萬億元，其中，

手機銀行交易金額3.19萬億元，同比增長30.54%，

逐步成為客戶服務主渠道之一。

 單位：萬戶（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變動比率

企業網銀客戶數 303.37 285.05 6.43%

個人網銀客戶數 12,803.48 12,246.06 4.55%

手機銀行客戶數 8,696.18 7,998.85 8.72%

電話銀行客戶數 10,943.04 10,549.31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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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渠道服務功能持續加強，移動金融戰略布局全

面深化。進一步優化手機銀行、網上銀行、電話銀行

和微信銀行功能，客戶體驗持續改善。手機銀行、網

上銀行方面，新增“電子賬戶開戶”等功能，全新升

級民生繳費。微信銀行方面，新增借記卡綁定、貸款

申請、結滙購滙等三大產品功能。個人網銀方面，新

增期權交易賬戶在線簽約功能。企業網銀方面，新增

中小企業貸款申請申訴功能。自助設備方面，全面優

化ATM、自助終端的常用功能。安全認證方面，打造

多層次安全認證體系，豐富事中監控手段，安全性與

易用性進一步提升。跨境服務方面，鞏固跨境服務優

勢，企業網銀新增自貿區滙款服務、全球滙款批量委

託功能；進一步拓展外幣主動調撥、統一支付等全

球現金管理服務內容；新增個人網銀跨境金融服務

專區，新增手機銀行、網上銀行PAD客戶端個人外幣

跨境滙款服務。

網絡金融業務發展成效顯著。進一步聚焦跨境、產業

鏈、O2O三大特色場景，強化產品創新，持續搭建開

放式、多功能、統一的互聯網金融綜合服務平台。鞏

固跨境服務優勢，支持外貿行業“互聯網+”轉型，聯

合英國貿易投資總署發布《中英跨境電子商務服務白

皮書》，“中銀跨境e商通”合作電子商務機構超過60

家，“報關即時通”市場份額繼續保持第一。推進智

能E社區升級，圍繞社區（含園區、校區、院區）集中

客群，推動產品下沉。深化網絡支付創新，作為首批

合作銀行上線Apple Pay、Samsung Pay等移動支付產

品。升級“一站式”在線金融超市產品功能，優化在線

資管服務體系，滿足客戶多元化投資理財與資金交易

的組合服務需求，新增交易額突破643億元。試點推

廣全流程在線的信用網絡消費貸款產品“中銀E貸”。

信息科技建設

本行以信息科技為引領，着力強化信息科技治理體

系建設，全面促進業務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優化調整

海外信息中心職能定位與組織架構，設立西安、合肥

軟件中心，大力推動信息科技整體架構與產能布局

調整，着力提升全球一體化信息科技服務與支持能

力。注重頂層設計，制定信息科技三年發展規劃，明

確信息科技工作發展方向。

積極支持業務發展，大力推進全球託管系統、全球現

金管理系統、“營改增”、中國人民銀行賬戶改革等

重點項目實施；強化業務流程優化、互聯網金融等

領域信息科技建設，客戶信息整合、業務印章流程優

化、中銀易商用戶中心等項目順利實施；成為首批

實現手機移動支付功能銀行，按照監管要求成為首

家在線開立II類和III類賬戶的銀行。

穩步推進海外信息系統整合轉型項目實施，順利完

成美洲批次投產，全球33個國家與地區的海外機構

實現版本統一、集中部署和運營管理一體化，在國內

同業中率先構築起7×24不間斷的全球一體化運維體

系，將為全球客戶提供更加完善、高效、多元的優質

服務，為繼續鞏固擴大本行國際化領先優勢提供有

力的支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