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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一 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會計報表差異說明

本集團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及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中列示的
2017年和2016年1至6月的經營成果和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的所有者權益並無差異。

二 淨資產收益率及每股收益計算表

本計算表根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9號 — 淨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計算及披露》

（2010年修訂）的規定編製。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當期歸屬於本行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 102,150 91,497 90,746

當期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本行普通股

　股東的淨利潤 100,177 72,525 90,129

淨資產收益率（%，加權平均） 15.20% 14.78% 16.31%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35 0.31 0.31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35 0.31 0.31

淨資產收益率（%，加權平均，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後） 14.90% 11.71% 16.2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0.34 0.25 0.31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0.34 0.2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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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

1 流動性覆蓋率

流動性覆蓋率披露信息

本集團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流動性覆蓋率信息披露辦法》的要求，披露以下流動性覆蓋率(1)信息。

流動性覆蓋率監管要求

銀監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覆蓋率應當在2018年底前

達到100%。在過渡期內，應當在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及2017年底前分別達到60%、
70%、80%、90%。在過渡期內，鼓勵有條件的商業銀行提前達標；對於流動性覆蓋率已達到100%

的銀行，鼓勵其流動性覆蓋率繼續保持在100%之上。

本集團流動性覆蓋率情況

從2017年起，本集團按日計量並表口徑(2)流動性覆蓋率。2017年第二季度本集團共計量91日並表口

徑流動性覆蓋率，其平均值(3)為117.22%，較上季度平均值下降2.32個百分點，主要是無抵（質）押

批發融資增長導致壓力情景下現金流出增加所致。

本集團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由現金、存放於中央銀行且在壓力情景下可以提取的準備金、滿足銀

監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的一級資產和二級資產定義的債券構成。

2017年 2016年

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流動性覆蓋率平均值 117.22% 119.54% 117.17% 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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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1 流動性覆蓋率（續）

本集團流動性覆蓋率情況（續）

本集團2017年第二季度並表口徑流動性覆蓋率各明細項目的平均值如下表所示：

序號 折算前數值 折算後數值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1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3,394,933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小企業客戶存款，其中： 6,380,098 462,031
3 　穩定存款 3,384,916 162,513
4 　欠穩定存款 2,995,182 299,518
5 無抵（質）押批發融資，其中： 8,152,355 3,211,477
6 　業務關係存款（不包括代理行業務） 4,207,060 1,041,508
7 　非業務關係存款（所有交易對手） 3,913,899 2,138,573
8 　無抵（質）押債務 31,396 31,396
9 抵（質）押融資 6,286
10 其他項目，其中： 2,106,903 1,429,456
11 　與衍生產品及其他抵（質）押品要求相關的現金流出 1,370,902 1,370,902
12 　與抵（質）押債務工具融資流失相關的現金流出 3,505 3,505
13 　信用便利和流動性便利 732,496 55,049
14 其他契約性融資義務 62,257 62,225
15 或有融資義務 3,001,591 51,093
16 預期現金流出總量 5,222,568
現金流入
17 抵（質）押借貸（包括逆回購和借入證券） 90,066 77,457
18 完全正常履約付款帶來的現金流入 1,141,557 775,243
19 其他現金流入 1,545,235 1,469,045
20 預期現金流入總量 2,776,858 2,321,745

調整後數值
21 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 3,394,933
22 現金淨流出量 2,900,823
23 流動性覆蓋率（%） 117.22%

(1) 流動性覆蓋率旨在確保商業銀行具有充足的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能夠在銀監會規定的流動性壓力情景
下，通過變現這些資產滿足未來至少30天的流動性需求。

(2) 本集團根據銀監會要求確定並表口徑流動性覆蓋率的計算範圍，其中，本集團下屬子公司中的中銀投資、
中銀保險、中銀集團保險和中銀人壽四家機構不納入計算範圍。

(3) 2017年第二季度流動性覆蓋率及各明細項目的平均值指季內91日數值的簡單算術平均值，2016年各個季
度流動性覆蓋率的平均值指季內三個月末數值的簡單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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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

2.1 資本充足率並表範圍

在計算本集團並表（以下簡稱“本集團”）資本充足率時，本集團下屬子公司中的中銀投資、中

銀保險、中銀集團保險和中銀人壽四家機構不納入計算範圍，其他分行、子行及附屬機構均

在並表計算範圍之內；在計算本行未並表（以下簡稱“本行”）資本充足率時，僅包含分行，不

含子行和各附屬機構。

2.2 資本充足率計算結果

本集團及本行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的資本計量高級方法分別計算

的資本充足率如下：

中國銀行集團 中國銀行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核心一級資本淨額 1,311,853 1,280,841 1,134,846 1,106,112

一級資本淨額 1,415,758 1,384,364 1,234,560 1,205,826

資本淨額 1,608,425 1,609,537 1,411,562 1,414,052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93% 11.37% 10.60% 10.98%

一級資本充足率 11.80% 12.28% 11.53% 11.96%

資本充足率 13.41% 14.28% 13.18% 14.03%

2.3 風險加權資產

本集團風險加權資產情況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信用風險加權資產 11,048,713 10,355,205

市場風險加權資產 129,025 93,646

操作風險加權資產 820,741 820,741

資本底線導致的風險加權資產增加 – –

風險加權資產總額 11,998,479 11,26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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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2.4 信用風險暴露

本集團按照計算方法分布的信用風險暴露情況如下：

2017年6月30日

表內信用

風險

表外信用

風險

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 合計

內部評級法覆蓋的風險暴露 8,605,724 1,225,693 14,896 9,846,313

　其中：公司風險暴露 5,526,219 1,042,829 14,896 6,583,944

　　　　零售風險暴露 3,079,505 182,864 – 3,262,369

內部評級法未覆蓋的風險暴露 10,560,811 323,503 251,874 11,136,188

　其中：資產證券化 8,724 – – 8,724

合計 19,166,535 1,549,196 266,770 20,982,501

2016年12月31日

表內信用

風險

表外信用

風險

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 合計

內部評級法覆蓋的風險暴露 8,017,604 1,326,432 15,101 9,359,137

　其中：公司風險暴露 5,170,150 1,152,605 15,101 6,337,856

　　　　零售風險暴露 2,847,454 173,827 – 3,021,281

內部評級法未覆蓋的風險暴露 9,882,714 299,030 283,747 10,465,491

　其中：資產證券化 11,332 – – 11,332

合計 17,900,318 1,625,462 298,848 19,824,628

2.5 市場風險資本要求

本集團市場風險資本要求情況如下：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內部模型法覆蓋部分 6,551 5,373

內部模型法未覆蓋部分 3,771 2,119

　利率風險 3,096 1,641

　股票風險 482 323

　外滙風險 – –

　商品風險 193 155

合計 10,322 7,492



13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半年度報告

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2.6 市場風險價值

本集團內部模型法下風險價值和壓力風險價值情況如下：

2017年1–6月

平均 最高 最低 期末

風險價值 388 579 244 540

壓力風險價值 1,619 1,834 1,412 1,551

2016年

平均 最高 最低 期末

風險價值 233 452 125 318

壓力風險價值 1,455 1,781 1,229 1,728

2.7 操作風險情況

本集團報告期內採用標準法計量的操作風險資本要求為人民幣656.59億元。操作風險管理情

況參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風險管理”。

2.8 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情況

本集團主要通過利率重定價缺口分析計量利率風險，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敏感性分析，分析結果

具體見下表。

利率敏感性分析

對利息淨收入的影響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利率基點變動

上升25個基點 (4,811) (3,010)

下降25個基點 4,811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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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1：資本構成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代碼

核心一級資本
1 實收資本 294,388 294,388 j
2 留存收益 894,783 845,251
2a 　盈余公積 125,274 125,109 q
2b 　一般風險準備 193,908 193,338 r
2c 　未分配利潤 575,601 526,804 s
3 累計其他綜合收益和公開儲備 114,481 127,731
3a 　資本公積 139,691 139,443 l
3b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4,141) (11,570) p
3c 　其他 (11,069) (142) n-p
4 過渡期內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數額 – –
5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24,869 30,051 t
6 監管調整前的核心一級資本 1,328,521 1,297,421
核心一級資本：監管調整
7 審慎估值調整 – –
8 商譽（扣除遞延稅負債） (96) (96) -h
9 其他無形資產（不含土地使用權）

　（扣除遞延稅負債） (6,560) (6,498) g-f
10 依賴未來盈利的由經營虧損引起的

　淨遞延稅資產 – –
11 對未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項目進行現金流套期

　形成的儲備 6 20 -o
12 貸款損失準備缺口 – –
13 資產證券化銷售利得 – –
14 自身信用風險變化導致其負債公允價值變化

　帶來的未實現損益 – –
15 確定受益類的養老金資產淨額

　（扣除遞延稅項負債） – –
16 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銀行的普通股 (123) (53) m
17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

　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級資本 – –
18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核心一級資本中應扣除金額 – –
19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核心一級資本中應扣除金額 – –
20 抵押貸款服務權 不適用 不適用
21 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

　資產中應扣除金額 – –
22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核心一級資本和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
　淨遞延稅資產的未扣除部分超過核心一級
　資本15%的應扣除金額 – –

23 　　其中：應在對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
　　　　　　扣除的金額 – –

24 　　其中：抵押貸款服務權應扣除的金額 不適用 不適用
25 　　其中：應在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

　　　　　　淨遞延稅資產中扣除的金額 – –
26a 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

　核心一級資本投資 (9,895) (9,953) -e
26b 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

　核心一級資本缺口 – –
26c 其他應在核心一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合計 – –
27 應從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中

　扣除的未扣缺口 – –
28 核心一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16,668) (16,580)
29 核心一級資本淨額 1,311,853 1,28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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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1：資本構成（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代碼

其他一級資本
30 其他一級資本工具及其溢價 99,714 99,714
31 　其中：權益部分 99,714 99,714 k
32 　其中：負債部分 – –
33 過渡期後不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工具 – –
34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4,191 3,809 u
35 　其中：過渡期後不可計入

　　　　　其他一級資本的部分 – –
36 監管調整前的其他一級資本 103,905 103,523
其他一級資本：監管調整
37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本銀行其他一級資本 – –
38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

　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級資本 – –
39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其他一級資本應扣除部分 – –
40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其他一級資本 – –
41a 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

　其他一級資本投資 – –
41b 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

　其他一級資本缺口 – –
41c 其他應在其他一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 – –
42 應從二級資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
43 其他一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 –
44 其他一級資本淨額 103,905 103,523
45 一級資本淨額（核心一級資本淨額＋其他一級

　資本淨額） 1,415,758 1,384,364
二級資本
46 二級資本工具及其溢價 132,472 149,406
47 　其中：過渡期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部分 82,279 98,734 i
48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8,813 11,195
49 　其中：過渡期結束後不可計入的部分 – 2,116
50 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可計入部分 51,782 64,572 -b-d
51 監管調整前的二級資本 193,067 225,173
二級資本：監管調整
52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本銀行的二級資本 – –
53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

　相互持有的二級資本 – –
54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二級資本應扣除部分 – –
55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

　二級資本 (400) –
56a 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

　二級資本投資 – –
56b 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金融機構的二級資本缺口 – –
56c 其他應在二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 – –
57 二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400) –
58 二級資本淨額 192,667 225,173
59 總資本淨額（一級資本淨額＋二級資本淨額） 1,608,425 1,609,537

60 總風險加權資產 11,998,479 11,26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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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1：資本構成（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代碼

資本充足率和儲備資本要求
61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93% 11.37%
62 一級資本充足率 11.80% 12.28%
63 資本充足率 13.41% 14.28%
64 機構特定的資本要求 3.50% 3.50%
65 　其中：儲備資本要求 2.50% 2.50%
66 　其中：逆周期資本要求 – –
67 　其中：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 1.00% 1.00%
68 滿足緩衝區的核心一級資本佔風險加權資產的

　比例 5.93% 6.37%
國內最低監管資本要求
69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5.00% 5.00%
70 一級資本充足率 6.00% 6.00%
71 資本充足率 8.00% 8.00%
門檻扣除項中未扣除部分
72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的小額少數資本投資

　未扣除部分 83,347 80,951
73 對未並表金融機構的大額少數資本投資

　未扣除部分 4,700 4,484
74 抵押貸款服務權（扣除遞延稅負債） 不適用 不適用
75 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資產

　（扣除遞延稅負債） 31,141 33,673
可計入二級資本的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的限額
76 權重法下，實際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額 23,262 21,058 -a
77 權重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超額貸款

　損失準備的數額 10,257 8,361 -b
78 內部評級法下，實際計提的超額貸款

　損失準備金額 41,820 68,236 -c
79 內部評級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超額

　貸款損失準備的數額 41,525 56,211 -d
符合退出安排的資本工具
80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

　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 –
81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計入

　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 –
82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

　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 –
83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計入

　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 –
84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

　二級資本的數額 82,279 98,734 i
85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不可計入

　二級資本的數額 21,651 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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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2：集團口徑的資產負債表（財務並表和監管並表）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財務並表 監管並表 財務並表 監管並表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2,595,717 2,595,715 2,349,188 2,349,188

存放同業款項 573,557 569,311 582,434 577,253

貴金屬 150,996 150,996 161,417 161,417

拆出資金 501,996 499,142 483,929 482,28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162,880 130,157 124,090 97,002

衍生金融資產 73,643 73,470 130,549 130,407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120,490 120,432 110,119 109,408

應收利息 86,192 85,358 79,836 78,951

發放貸款和墊款 10,426,548 10,425,381 9,735,646 9,734,5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711,207 1,643,935 1,609,830 1,541,655

持有至到期投資 2,060,889 2,042,868 1,843,043 1,829,767

應收款項類投資 415,969 411,060 395,921 389,785

長期股權投資 16,142 44,283 14,059 44,127

投資性房地產 21,654 14,872 21,659 14,741

固定資產 197,499 95,886 194,897 98,656

無形資產 14,341 13,285 14,542 13,420

商譽 2,437 96 2,473 96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821 31,141 34,341 33,673

持有待售資產 – – 50,371 44,569

其他資產 262,002 217,025 210,545 170,547

資產總計 19,425,980 19,164,413 18,148,889 17,9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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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2：集團口徑的資產負債表（財務並表和監管並表）（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財務並表 監管並表 財務並表 監管並表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916,062 916,062 867,094 867,094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1,591,213 1,591,213 1,420,527 1,420,527

拆入資金 312,462 306,452 186,417 184,76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19,948 19,948 11,958 11,958

衍生金融負債 71,909 70,816 107,109 105,60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07,082 107,082 116,375 116,375

吸收存款 13,732,059 13,735,089 12,939,748 12,941,957

應付職工薪酬 26,584 26,126 31,256 30,719

應交稅費 27,207 26,450 28,055 27,603

應付利息 175,761 175,759 183,516 183,515

預計負債 4,224 4,224 6,065 6,065

應付債券 435,433 398,336 362,318 329,128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94 414 4,501 324

持有待售資產相關負債 – – 42,488 41,761

其他負債 473,570 313,686 354,370 198,510

負債合計 17,898,108 17,691,657 16,661,797 16,465,911

所有者權益
股本 294,388 294,388 294,388 294,388

其他權益工具 99,714 99,714 99,714 99,714

　其中：優先股 99,714 99,714 99,714 99,714

資本公積 142,219 139,691 141,972 139,443

減：庫存股 (123) (123) (53) (53)

其他綜合收益 (17,028) (25,210) (3,854) (11,712)

盈余公積 125,670 125,274 125,714 125,109

一般風險準備 194,032 193,908 193,462 193,338

未分配利潤 612,506 575,601 560,339 526,804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1,451,378 1,403,243 1,411,682 1,367,031

少數股東權益 76,494 69,513 75,410 68,545

所有者權益合計 1,527,872 1,472,756 1,487,092 1,435,576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9,425,980 19,164,413 18,148,889 17,9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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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3：有關科目展開說明表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代碼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2,595,715 2,349,188

存放同業款項 569,311 577,253

貴金屬 150,996 161,417

拆出資金 499,142 482,28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130,157 97,002

衍生金融資產 73,470 130,407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120,432 109,408

應收利息 85,358 78,951

發放貸款和墊款 10,425,381 9,734,544

　其中：權重法下，實際計提的貸款
　　　　　損失準備金額 (23,262) (21,058) a

　　其中：權重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
　　　　　　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的數額 (10,257) (8,361) b

　其中：內部評級法下，實際計提的
　　　　　超額貸款損失準備金額 (41,820) (68,236) c

　　其中：內部評級法下，可計入
　　　　　　二級資本超額貸款
　　　　　　損失準備的數額 (41,525) (56,211) d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643,935 1,541,655

持有至到期投資 2,042,868 1,829,767

應收款項類投資 411,060 389,785

長期股權投資 44,283 44,127

　其中：對有控制權但不並表的
　　　　　金融機構的核心一級資本投資 9,895 9,953 e

投資性房地產 14,872 14,741

固定資產 95,886 98,656

無形資產 13,285 13,420 f

　其中：土地使用權 6,725 6,922 g

商譽 96 96 h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141 33,673

持有待售資產 – 44,569

其他資產 217,025 170,547

資產總計 19,164,413 17,9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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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3：有關科目展開說明表（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代碼

負債
向中央銀行借款 916,062 867,094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款項 1,591,213 1,420,527
拆入資金 306,452 184,76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 19,948 11,958
衍生金融負債 70,816 105,607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107,082 116,375
吸收存款 13,735,089 12,941,957
應付職工薪酬 26,126 30,719
應交稅費 26,450 27,603
應付利息 175,759 183,515
預計負債 4,224 6,065
應付債券 398,336 329,128
　其中：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
　　　　　二級資本的數額 82,279 98,734 i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4 324
持有待售資產相關負債 – 41,761
其他負債 313,686 198,510

負債合計 17,691,657 16,465,911

所有者權益
股本 294,388 294,388 j
其他權益工具 99,714 99,714
　其中：優先股 99,714 99,714 k
資本公積 139,691 139,443 l
減：庫存股 (123) (53) m
其他綜合收益 (25,210) (11,712) n
　其中：現金流量套期儲備 (6) (20) o
　其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4,141) (11,570) p
盈余公積 125,274 125,109 q
一般風險準備 193,908 193,338 r
未分配利潤 575,601 526,804 s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1,403,243 1,367,031
少數股東權益 69,513 68,545
　其中：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24,869 30,051 t
　其中：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4,191 3,809 u
所有者權益合計 1,472,756 1,435,576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9,164,413 17,9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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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征

序號 項目 普通股（A股） 普通股（H股） 優先股（境內） 優先股（境外） 優先股（境內）

1 發行機構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 標識碼 601988.SH 3988.HK 360002.SH 4601.HK 360010.SH
3 適用法律 中國法律 中國香港法律 中國法律 中國香港法律 中國法律

監管處理
4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

　　　　辦法（試行）》過渡期規則
核心一級資本 核心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5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
　　　　辦法（試行）》過渡期
　　　　結束後規則

核心一級資本 核心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其他一級資本

6 其中：適用法人╱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7 工具類型 普通股 普通股 優先股 優先股 優先股
8 可計入監管資本的數額

　（最近一期報告日）
282,501 151,808 31,963 39,782 27,969

9 工具面值 210,766 83,622 32,000 39,940 28,000
10 會計處理 股本及資本公積 股本及資本公積 其他權益工具 其他權益工具 其他權益工具
11 初始發行日 2006年6月29日 2006年6月1日

2006年6月9日
2014年11月21日 2014年10月23日 2015年3月13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續） 永續 永續 永續 永續 永續
13 其中：原到期日 無到期日 無到期日 無到期日 無到期日 無到期日
14 發行人贖回（須經監管審批） 否 否 是 是 是
15 其中：贖回日期（或有時間贖回

　　　　日期）及額度
不適用 不適用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的優先股派息日
（包含發行之日後第5
年的派息日）贖回全部
或部分本次優先股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的優先股派息日
（包含發行之日後第5
年的派息日）贖回全部
或部分本次優先股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的優先股派息日
（包含發行之日後第5
年的派息日）贖回全部
或部分本次優先股

16 其中：後續贖回日期（如果有） 不適用 不適用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優先股派息日（包
含發行之日後第5年的
派息日）贖回全部或部
分本次優先股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優先股派息日（包
含發行之日後第5年的
派息日）贖回全部或部
分本次優先股

自發行之日起5年後，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
的批准，本行有權於
每年優先股派息日（包
含發行之日後第5年的
派息日）贖回全部或部
分本次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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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征（續）

序號 項目 普通股（A股） 普通股（H股） 優先股（境內） 優先股（境外） 優先股（境內）

分紅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動派息╱分紅 浮動 浮動 固定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關指標 不適用 不適用 6.00%

（股息率，稅前）
前5年股息率為6.75%
（稅後），此後每5年的
股息重置日以該重置
期的5年期美國國債利
率加固定息差進行重
設，每個重置期內股
息率保持不變

5.50%
（股息率，稅前）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動機制 不適用 不適用 是 是 是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紅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21 其中：是否有贖回激勵機制 否 否 否 否 否
22 其中：累計或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23 是否可轉股 不適用 不適用 是 是 是
24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

　　　　觸發條件
不適用 不適用 (1)當其他一級資本工

具觸發事件發生時，
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降至 5.125%（或以
下）時，本次優先股
將立即按合約約定全
額或部分轉為A股普
通股，並使本行的核
心 一 級 資 本 充 足 率
恢復到觸發點以上。 
(2)當 二 級 資 本 工 具
觸 發 事 件 發 生 時，
本次優先股將立即按
合 約 約 定 全 額 轉 為
A股普通股。其中，
二級資本工具觸發事
件是指以下兩種情形
的較早發生者：①中
國 銀 監 會 認 定 若 不
進 行 轉 股 或 減 記，
本 行 將 無 法 生 存。 
②相關部門認定若不
進行公共部門注資或
提 供 同 等 效 力 的 支
持，本行將無法生存

(1)當其他一級資本工
具觸發事件發生時，
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降至 5.125%（或以
下）時，本次優先股
將立即按合約約定全
額或部分轉為H股普
通股，並使本行的核
心 一 級 資 本 充 足 率
恢復到觸發點以上。 
(2)當 二 級 資 本 工 具
觸 發 事 件 發 生 時，
本次優先股將立即按
合 約 約 定 全 額 轉 為
H股普通股。其中，
二級資本工具觸發事
件是指以下兩種情形
的較早發生者：①中
國 銀 監 會 認 定 若 不
進 行 轉 股 或 減 記，
本 行 將 無 法 生 存。 
②相關部門認定若不
進行公共部門注資或
提 供 同 等 效 力 的 支
持，本行將無法生存

(1)當其他一級資本工
具觸發事件發生時，
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降至 5.125%（或以
下）時，本次優先股
將立即按合約約定全
額或部分轉為A股普
通股，並使本行的核
心 一 級 資 本 充 足 率
恢復到觸發點以上。 
(2)當 二 級 資 本 工 具
觸 發 事 件 發 生 時，
本次優先股將立即按
合 約 約 定 全 額 轉 為
A股普通股。其中，
二級資本工具觸發事
件是指以下兩種情形
的較早發生者：①中
國 銀 監 會 認 定 若 不
進 行 轉 股 或 減 記，
本 行 將 無 法 生 存。 
②相關部門認定若不
進行公共部門注資或
提 供 同 等 效 力 的 支
持，本行將無法生存

25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全部
　　　　轉股還是部分轉股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部╱部分 全部╱部分 全部╱部分



14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半年度報告

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征（續）

序號 項目 普通股（A股） 普通股（H股） 優先股（境內） 優先股（境外） 優先股（境內）

分紅或派息（續）
26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

　　　　價格確定方式
不適用 不適用 初始強制轉股價格為

審議本次優先股發行
的董事會決議公告日
前二十個交易日本行
A股普通股股票交易均
價，即 2.62元╱股。
在本次優先股發行之
後，當本行A股普通股
發生送紅股、轉增股
本、低於市價增發新
股（不包括因本行發行
的帶有可轉為普通股
條款的融資工具（如優
先股、可轉換公司債
券等）轉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等情況時，
本行將按上述情況出
現的先後順序，依次
對強制轉股價格進行
累積調整，但不因本
行派發普通股現金股
利的行為而進行調整

初 始 價 格 為 3.44 港
幣╱股，即審議本次
境 外 優 先 股 發 行 的
董 事 會 決 議 於 2014
年 5月 13日的公告日
前二十個交易日本行
H股普通股股票交易
均價，並通過股東大
會決議核准。轉股價
格在以下情況下將調
整：(1)如果本行送紅
股或資本公積轉增股
本向H股股東發行任何
入賬列作繳足股款的
H股；(2)如果本行以
供股方式發行H股；
(3)如果本行新發行（供
股 方 式 除 外）H股（因
境外優先股的強制轉
股而發行的或因關於
轉換或交換或認購H股
的任何其他權利的行
使而發行H股除外），
並且涉及的每股H股價
格低於該發行或授予
股份條款公布之日的
每股H股的即期市場價
格；(4)當本行可能發
生普通股股份回購、
公司合併、分立或任
何其他情形使本行股
份類別、數量和╱或
股東權益發生變化從
而可能影響境外優先
股股東的權益時，本
行將視具體情況按照
公平、公正、公允的
原則以及充分保護境
外優先股股東權益的
原則調整轉股價格

初始強制轉股價格為
審議本次優先股發行
的董事會決議公告日
前二十個交易日本行
A股普通股股票交易均
價，即 2.62元╱股。
在本次優先股發行之
後，當本行A股普通股
發生送紅股、轉增股
本、低於市價增發新
股（不包括因本行發行
的帶有可轉為普通股
條款的融資工具（如優
先股、可轉換公司債
券等）轉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等情況時，
本行將按上述情況出
現的先後順序，依次
對強制轉股價格進行
累積調整，但不因本
行派發普通股現金股
利的行為而進行調整

27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是否為
　　　　強制性轉換

不適用 不適用 是 是 是

28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後
　　　　工具類型

不適用 不適用 A股普通股 H股普通股 A股普通股

29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後
　　　　工具的發行人

不適用 不適用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 是否減記 不適用 不適用 否 否 否
31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減記觸發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2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部分減記

　　　　還是全部減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3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永久減記
　　　　還是暫時減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4 其中：若暫時減記，則說明賬面
　　　　價值恢復機制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5 清算時清償順序（說明清償順序
　更高級的工具類型）

受償順序
排在最後

受償順序
排在最後

受償順序排在存款、
一般債務和次級債務
（含二級資本債）之後

受償順序排在存款、
一般債務和次級債務
（含二級資本債）之後

受償順序排在存款、
一般債務和次級債務
（含二級資本債）之後

36 是否含有暫時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37 其中：若有，則說明該特征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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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征（續）

序號 項目 二級資本工具 二級資本工具

1 發行機構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標識碼 1428010.IB 5828.HK

3 適用法律 中國法律 英國法律

（次級條款適用中國法律）

監管處理
4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過渡期規則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5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過渡期結束後規則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6 其中：適用法人╱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法人和集團層面
7 工具類型 合格二級資本債券 合格二級資本債券
8 可計入監管資本的數額（最近一期報告日） 29,979 20,214

9 工具面值 30,000 30億美元
10 會計處理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11 初始發行日 2014年8月8日 2014年11月13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續）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期日 2024年8月11日 2024年11月13日
14 發行人贖回（須經監管審批） 是 是
15 其中：贖回日期（或有時間贖回日期）及額度 自發行之日起第5年末，

如果得到中國銀監會的批

准，即2019年8月11日可

部分或全部贖回

不適用

16 其中：後續贖回日期（如果有） 若本期債券存續期間因

監管規定發生變化，導致

本期債券不再滿足二級資

本工具的合格標準，在不

違反當時有效監管規定情

況下，本行有權選擇提前

贖回

若本期債券存續期間因

監管規定發生變化，導致

本期債券不再滿足二級資

本工具的合格標準，在不

違反當時有效監管規定情

況下，本行有權選擇提前

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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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2 資本充足率補充信息（續）

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征（續）

序號 項目 二級資本工具 二級資本工具

分紅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動派息╱分紅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關指標 5.80% 5.00%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動機制 否 否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紅或派息 不適用 不適用
21 其中：是否有贖回激勵機制 否 否
22 其中：累計或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23 是否可轉股 否 否
24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觸發條件 不適用 不適用
25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全部轉股還是部分轉股 不適用 不適用
26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價格確定方式 不適用 不適用
27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是否為強制性轉換 不適用 不適用
28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後工具類型 不適用 不適用
29 其中：若可轉股，則說明轉換後工具的發行人 不適用 不適用
30 是否減記 是 是
31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減記觸發點 觸發事件指以下兩者中的

較早者：(1)銀監會認定若

不進行減記發行人將無法

生存；(2)相關部門認定若

不進行公共部門注資或提

供同等效力的支持發行人

將無法生存

觸發事件指以下兩者中的

較早者：(1)銀監會認定若

不進行減記發行人將無法

生存；(2)相關部門認定若

不進行公共部門注資或提

供同等效力的支持發行人

將無法生存
32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部分減記還是全部減記 全部減記 全部減記
33 其中：若減記，則說明永久減記還是暫時減記 永久減記 永久減記
34 其中：若暫時減記，則說明賬面價值恢復機制 不適用 不適用
35 清算時清償順序（說明清償順序更高級的工具類型）受償順序排在存款人和

一般債權人之後

受償順序排在存款人和

一般債權人之後
36 是否含有暫時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37 其中：若有，則說明該特征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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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3 杠桿率

本集團根據《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修訂）》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的相關規定，計

量的杠桿率情況列示如下(1)：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3月31日 12月31日 9月30日

一級資本淨額 1,415,758 1,416,373 1,384,364 1,362,159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余額 20,915,888 20,397,353 19,604,737 19,251,144

杠桿率 6.77% 6.94% 7.06% 7.08%

序號 項目 2017年6月30日

1 並表總資產 19,425,980

2 並表調整項 (9,895)

3 客戶資產調整項 –

4 衍生產品調整項 102,470

5 證券融資交易調整項 46,213

6 表外項目調整項 1,619,229

7 其他調整項 (268,109)

8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余額 20,9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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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信息

2017年上半年度（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均為百萬元人民幣）

三 未經審計補充信息（續）

3 杠桿率（續）

序號 項目 2017年6月30日

1 表內資產（除衍生產品和證券融資交易外） 18,970,511

2 減：一級資本扣減項 (16,668)

3 調整後的表內資產余額（衍生產品和證券融資交易除外） 18,953,843

4 各類衍生產品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證金） 73,470

5 各類衍生產品的潛在風險暴露 102,643

6 已從資產負債表中扣除的抵質押品總和 –

7 減：因提供合格保證金形成的應收資產 –

8 減：為客戶提供清算服務時與中央交易對手交易形成的

　　　衍生產品資產余額 –

9 賣出信用衍生產品的名義本金 –

10 減：可扣除的賣出信用衍生產品資產余額 –

11 衍生產品資產余額 176,113

12 證券融資交易的會計資產余額 120,432

13 減：可以扣除的證券融資交易資產余額 –

14 證券融資交易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露 46,271

15 代理證券融資交易形成的證券融資交易資產余額 –

16 證券融資交易資產余額 166,703

17 表外項目余額 4,120,260

18 減：因信用轉換減少的表外項目余額 (2,501,031)

19 調整後的表外項目余額 1,619,229

20 一級資本淨額 1,415,758

21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余額 20,915,888

22 杠桿率 6.77%

(1) 本集團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要求確定並表杠桿率的計算範圍，其中，本集團下屬
子公司中的中銀投資、中銀保險、中銀集團保險和中銀人壽四家機構不納入集團並表杠桿率計算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