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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恪守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職責，積極適應經濟
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持續完善與經營模式相適應的
風險管理體系。全面落實境內外監管要求，認真開
展風險排查，推進有效風險數據加總和風險報告達
標工作，確保合規經營。完善全面風險管理機制，

加強集團併表風險管理，完善新產品風險評估流
程。推進資本管理高級方法實施，主動推進風險計
量模型優化升級，提升內部評級管理覆蓋率。加快
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建設，推進風險數據基礎建設，
推進風險數據治理工作，提升風險報告能力，積極
推動大數據等新技術在風險管理領域的應用。

本行風險管理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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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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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客戶為中心，進一步強化統一授信，全面扎口信
用風險管理。完善資產質量監控體系，通過強化貸
後管理、加強客戶集中度管控等措施，進一步完善
潛在風險識別、管控和化解機制。加強對重點地區
的風險分析與資產質量管控工作督導，加強對各業
務條線的窗口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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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個人客戶統一授信，完善個人
貸款、個人網絡貸款、信用卡授信管理政策，防範
過度授信和交叉傳染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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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重點產品、重點地區的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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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國別風險管理，將國別風險管理納入全面風險
管理體系。開展國別風險評級年審，對國別風險敞
口實施限額管控。持續優化國別風險敞口統計系
統，定期評估、監測、分析、報告國別風險敞口，
實現對限額使用情況的精準管理。建立「年度報告＋
季度監測＋重大風險事項報告」的國別風險監測報
告體系，定期發佈國別風險分析報告，更新國別風
險監測表，及時評估國別風險重大風險事項影響，
發佈風險提示。對潛在高風險及敏感國家和地區實
施差異化管理。

進一步加大不良資產清收力度。繼續推進集中清
收，統一調配行內外清收資源，對不良項目進行集
中管理，持續完善重點項目分層管理，強化對重點
地區、重點客戶的把控，提升處置質效。深挖不良
資產潛在價值，多策並舉，積極探索不良清收與「互
聯網+」的結合，因企施策，加大重組力度，努力幫
助企業走出困境。推動個人貸款和銀行卡不良資產
證券化等創新方式，積極參與監管政策研究和調
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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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集團不良貸款總額 1,584.69億元，比
上年末增加124.66億元，不良貸款率1.45%，比上
年末下降0.01個百分點。集團貸款減值準備餘額
2,522.5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45.38億元。不良貸
款撥備覆蓋率159.18%，比上年末下降3.64個百分
點。中國內地機構不良貸款總額1,542.08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127.50億元，不良貸款率1.80%，比
上年末下降0.01個百分點。集團關注類貸款餘額
3,170.2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63.95億元，佔貸款餘
額的2.91%，比上年末下降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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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集團
　正常 10,421,064 95.64% 9,516,729 95.43%

　關注 317,025 2.91% 310,630 3.11%

　次級 59,265 0.54% 61,247 0.61%

　可疑 45,404 0.42% 36,817 0.37%

　損失 53,800 0.49% 47,939 0.48%

　合計 10,896,558 100.00% 9,973,362 100.00%

　不良貸款總額 158,469 1.45% 146,003 1.46%

中國內地
　正常 8,140,120 94.83% 7,387,949 94.49%

　關注 288,857 3.37% 289,101 3.70%

　次級 57,659 0.67% 58,763 0.75%

　可疑 43,370 0.51% 35,758 0.46%

　損失 53,179 0.62% 46,937 0.60%

　合計 8,583,185 100.00% 7,818,508 100.00%

　不良貸款總額 154,208 1.80% 141,45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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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貸款五級分類遷徙率

單位：%
項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正常 1.97 3.05 2.22

關注 20.37 19.39 22.07

次級 57.97 36.67 48.25

可疑 31.98 44.31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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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82億元，比上年
末增加125.71億元，減值貸款率1.45%，比上年末下降0.01個百分點。中國內地機構減值貸款總額1,542.08

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27.50億元，減值貸款率1.80%，比上年末下降0.01個百分點。香港澳門台灣及其他國
家和地區機構已識別減值貸款總額36.74億元，比上年末下降1.79億元，減值貸款率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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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集團
　期初餘額 145,311 130,237 99,789

　增加額 71,573 72,721 71,325

　減少額 (59,002) (57,647) (40,877)

　期末餘額 157,882 145,311 130,237

中國內地
　期初餘額 141,458 127,635 97,057

　增加額 69,854 70,700 69,422

　減少額 (57,104) (56,877) (38,844)

　期末餘額 154,208 141,458 127,635

按貨幣劃分的貸款和已識別減值貸款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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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013 145,605 7,607,730 130,301 7,011,867 112,983

　外幣 2,571,545 12,277 2,365,632 15,010 2,123,993 17,254

　合計 10,896,558 157,882 9,973,362 145,311 9,135,860 130,237

中國內地
　人民幣 8,243,556 145,540 7,480,833 130,277 6,799,585 112,763

　外幣 339,629 8,668 337,675 11,181 399,509 14,872

　合計 8,583,185 154,208 7,818,508 141,458 7,199,094 12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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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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集團貸款減值損失840.25億元，同比減少27.70億元，信貸成本0.81%，同比下降0.10個百分點。
其中，中國內地機構貸款減值損失813.69億元，同比減少39.13億元，信貸成本0.99%，同比下降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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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例 10 3.8 2.3 2.3

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 50 17.4 14.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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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六、3。

下表列示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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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關聯方 貸款餘額
佔貸款總額

百分比
客戶A 製造業 否 65,342 0.60%
客戶B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否 35,758 0.33%
客戶C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否 35,414 0.33%
客戶D 製造業 否 35,311 0.32%
客戶E 採礦業 否 28,760 0.26%
客戶F 商業及服務業 否 22,578 0.21%
客戶G 商業及服務業 否 20,185 0.19%
客戶H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否 19,791 0.18%
客戶I 商業及服務業 否 18,800 0.17%
客戶J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否 17,817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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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

本行積極應對市場環境變化，持續優化市場風險管理體系，嚴控業務市場風險。

完善市場風險偏好傳導機制，優化集團市場風險限額管理模式，主動適應業務發展變化。加強市場風險及
交叉風險前瞻性研判，提高風險預警及化解能力。持續推進市場風險數據集市及系統建設，研究運用先進
風險計量手段，提高風險計量準確性及風險量化能力。加強全流程風險監控，強化市場風險流程管理。市
場風險情況見合併會計報表註釋六、4。

密切跟蹤市場波動，開展前瞻性風險分析，加強債券投資業務新產品、重點風險領域以及關鍵環節的管
控。定期對集團債券投資進行風險排查和壓力測試，建立違約債券處置核銷管理框架，完善債券投資風險
管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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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各貨幣的收益敏感性狀況如下5：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2017年12月31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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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 (563) 360 (487) (2,316) (560) 97 (222)

下降25基點 3,503 563 (360) 487 2,316 560 (9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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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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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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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提高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前瞻性和科學性。本行加強集團和法人層面、各機構、各業務條線的流動性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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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
完善流動性風險預警體系，加強優質流動性資產管理，實現風險與收益平衡。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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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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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本行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達到監管要求。集團流動性比例情況具體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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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流動性比例 人民幣 25 47.1 45.6 48.6

外幣 25 56.9 52.7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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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逾期╱無期限 2,213,972 2,132,049

即期償還 (6,879,942) (6,502,279)

1個月及以下 (1,429,232) (1,130,916)

1個月至3個月（含） (312,210) (73,401)

3個月至1年（含） 163,908 39,125

1年至5年（含） 3,050,952 2,561,345

5年以上 4,769,231 4,461,169

合計 1,576,679 1,48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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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認真落實聲譽風險管理監管要求，持續完善聲
譽風險管理體系和機制建設，強化聲譽風險併表管
理，提高聲譽風險管理水平。重視潛在聲譽風險因
素排查預警，進一步提升日常輿情監測能力，開展
聲譽風險識別、評估和報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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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聲譽風險培訓，提高
員工聲譽風險意識，培育聲譽風險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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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加強風險預警和
防範，提升集團合規經營水平。

繼續落實內部控制三道防線體系。業務部門和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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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應用集團操作風險監控分析平
台，對重要風險實現常態化監控，推動業務流程和
系統優化。

審計部門、監察部門是內部控制的第三道防線。審
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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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問責等職能。本行持續加強
道德風險警示教育，強化員工行為管理，嚴肅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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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舞弊案件，堅持「一案四問、雙線問責、重大
案件上追兩級」，嚴格責任追究。2017年，本行持
續推進審計條線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的落地
實施，進一步強化審計工作的垂直管理。加強審計
隊伍建設，推進審計科技化建設，強化技術手段運
用，探索建立循環監測機制。堅持問題導向，以機
構全面審計和業務專項審計為抓手，加大對高風險
機構和業務、集團重點管控以及監管關注領域的審
計檢查，聚焦系統性、趨勢性、苗頭性、重要性問
題，切實履行審計監督職能。進一步明確整改管理
工作的職責和流程，督促問題得到有效整改，內部
治理和管控機制持續提升。

認真落實銀監會系列專項治理要求，組織「兩個加
強、兩個遏制」回頭看整改問責，開展「優化流程，
治本強基」內控案防專項治理活動，推動流程優化，
夯實內控基礎。規範員工合規檔案，塑造合規文
化。建設內控合規管理評價體系，強化機構日常管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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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基礎紮實，財
務會計管理規範化、精細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制定
會計基礎達標考評標準，繼續深入開展會計基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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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欺詐舞弊風險防控，主動識別、評估、控制和
緩釋風險。2017年，成功堵截外部案件149起，涉
及金額7,216萬元。

操作風險管理

本行持續完善操作風險管理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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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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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
業務連續性管理體系建設，優化業務連續性管理運
行機制，開展災備演練，提升業務持續運營能力。

合規管理

本行持續完善合規風險治理機制和管理流程，保障
集團穩健發展和可持續經營。制定實施反洗錢體系
建設方案，完善治理架構，加大資源投入和人才隊
伍建設，整合監測分析力量，提高考核權重。強化
制裁合規管理，嚴格制裁管理政策，落實聯合國、
中國和海外機構經營所在地的制裁要求，規範客戶
和交易的盡職調查，強化代理行的統一管理。制定
強化海外合規管理的50條措施，強調集團合規管
理基本準則，明確五大合規支柱和具體合規要求，
加強境外業務風險控制。及時跟進全球最新監管動
態、監管檢查與評價等合規風險信息，落實境內外
監管機構要求。推進系統與模型建設，優化系統功
能。實施反洗錢全員培訓計劃，在全轄開展多種形
式的合規培訓，提升全員合規意識和能力。

加強關聯交易及內部交易管理。強化關聯交易日常
監控，嚴格把控關聯交易風險。開展關聯交易專項
自查，從制度執行、系統管理、數據質量等維度實
現自我評估、自我提升。修訂內部交易管理辦法，
持續開展內部交易監控和報告，指導規範內部交易
審核機制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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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

本行堅持價值創造導向，持續完善資本管理體系，確保全行保持充足的資本水平和較強的風險抵禦能力，
促進資本使用效率和價值創造能力進一步提升。

堅持投入產出掛鈎原則，進一步完善資本預算配置機制。加大資本考核管理力度，強化價值創造理念，強
化資本約束意識。推進表內外資產結構調整，積極發展輕資本型業務，降低高資本消耗型資產佔比，合理
控制表外風險資產增長，努力提高價值貢獻。加強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ICAAP)建設，完成年度內部資本
充足評估工作。2017年末，資本充足率保持穩健水平，滿足監管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外部融資工作，在境
內市場成功發行總規模60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有效提升資本實力。本行將進一步提升資本管理水平，推
動各項業務高質量發展，持續滿足股東價值回報要求。

資本充足率情況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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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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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088 1,280,841 1,180,299 1,106,112

一級資本淨額 1,461,090 1,384,364 1,280,013 1,205,826

資本淨額 1,725,330 1,609,537 1,526,537 1,414,052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1.15% 11.37% 10.85% 10.98%
一級資本充足率 12.02% 12.28% 11.77% 11.96%
資本充足率 14.19% 14.28% 14.04% 14.03%
根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計算：
核心資本充足率 11.69% 11.77% 11.39% 11.65%
資本充足率 14.56% 14.67% 14.3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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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本行根據《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修訂）》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的相關規定，計
量的槓桿率情況列示如下：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一級資本淨額 1,461,090 1,384,364

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餘額 20,927,313 19,604,737

槓桿率 6.98% 7.06%

關於本行更多槓桿率相關信息見合併會計報表補充信息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