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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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商業銀行業務 461,822 91.61% 435,954 90.21%

其中：公司金融業務 211,265 41.91% 204,407 42.30%

　　　個人金融業務 173,166 34.35% 159,056 32.91%

　　　資金業務 77,391 15.35% 72,491 15.00%

投資銀行及保險業務 25,466 5.05% 31,794 6.58%

其他業務及抵銷項目 16,819 3.34% 15,530 3.21%

合計 504,107 100.00% 483,2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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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公司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884,433 5,495,494 5,213,790

　　　　　　各外幣折人民幣 453,815 436,458 378,368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1,594,165 1,451,822 1,401,055

　小計 7,932,413 7,383,774 6,993,213
個人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026,322 4,551,168 4,349,300

　　　　　　各外幣折人民幣 302,256 310,253 342,045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1,093,892 969,807 869,441

　小計 6,422,470 5,831,228 5,560,786
公司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057,654 4,761,874 4,496,888

　　　　　　各外幣折人民幣 280,878 338,379 336,294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2,009,066 1,872,448 1,735,787

　小計 7,347,598 6,972,701 6,568,969
個人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3,933,840 3,481,682 2,983,945

　　　　　　各外幣折人民幣 1,177 1,250 1,381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505,068 440,925 419,067

　小計 4,440,085 3,923,857 3,40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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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業務

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

本行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務，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深入
推進發展戰略實施，各項業務穩健增長，經營效益穩中有進。2018年，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實現營業收
入3,863.62億元，同比增加216.67億元，增長5.94%。具體如下表所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18年 2017年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公司金融業務 183,675 47.54% 177,778 48.75%

個人金融業務 153,236 39.66% 141,207 38.72%

資金業務 47,849 12.38% 42,375 11.62%

其他 1,602 0.42% 3,335 0.91%

合計 386,362 100.00% 364,695 100.00%

公司金融業務

本行大力推進公司金融業務轉型，進一步夯實客戶
基礎，持續優化客戶結構與業務結構，努力提升公
司金融客戶全球服務能力，實現公司金融業務穩健
發展。2018年，中國內地公司金融業務實現營業收
入1,836.75億元，同比增加58.97億元，增長3.32%。

公司存款業務

本行緊抓重點行業業務機遇，持續優化產品功能，
加大結算、現金管理等產品營銷力度，帶動公司存
款穩定增長。完善客戶分層管理與服務體系，着力
擴大公司客戶基礎。加大行政事業單位客戶拓展力
度，完善對財政社保、教育衛生等行業客戶的產品
與服務，行政事業機構存款實現較快增長。大力拓
展供應鏈、產業鏈上下遊客戶，深挖客戶存款增長
潛力。完善網點服務功能，提高網點公司客戶服務
能力和存款貢獻。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存款總額58,844.33

億元，比上年末增加3,889.39億元，增長7.08%。外
幣公司存款總額折合661.23億美元，比上年末減少
6.73億美元，下降1.01%。

公司貸款業務

本行持續加大實體經濟支持力度，深入貫徹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要求，積極支持重點投資領域，助力國

內經濟轉型升級。加大對基礎設施領域的信貸支持
力度，創新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服務模式，重點對
接社會民生的重大項目，重點支持京津冀地區、粵
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重點地區，大力支持先進製造業、“互聯網＋”、人
工智能、鄉村振興、冬奧冰雪等重點領域業務發展。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貸款總額50,576.54

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957.80億元，增長6.21%。外
幣公司貸款總額折合409.25億美元，比上年末減少
108.61億美元，下降20.97%。

貿易金融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貿易金融業務傳統優勢，加快創新業
務模式，有效防控業務風險，推動貿易金融業務穩
健發展，市場領先優勢持續鞏固。2018年，集團完
成國際結算業務量4.63萬億美元，中國內地機構國
際貿易結算市場份額穩居同業首位，跨境擔保業務
市場份額保持同業領先。積極踐行國家對外開放戰
略，全方位服務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進
口博覽會”）。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業務，擔當人民幣跨境流通
的主渠道，擔當產品和服務創新的引領者。2018

年，集團跨境人民幣結算量5.95萬億元，中國內地
機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3.99萬億元，市場份額穩居
第一。推動人民幣在新興領域的使用，支持上海國
際能源交易中心順利實現原油期貨上市，支持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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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所鐵礦石期貨國際化，支持鄭州商品交易
所PTA（精對苯二甲酸）期貨國際化，為境內外投資
者提供配套金融服務，助力人民幣進入大宗商品交
易和定價體系。在匈牙利、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國
舉辦人民幣推介會，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的使用。持續發布中國銀行跨境人民幣指數
(CRI)、中國銀行離岸人民幣指數(ORI)和《人民幣國際
化白皮書》，為全球客戶瞭解和使用人民幣提供全
面、有力的專業支持。

穩步拓展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自貿區”）業務，全
力支持海南自貿區建設。密切跟進自貿區深化改革
帶來的政策機遇，為區內重點項目和客戶提供全面
優質金融服務，保持自貿區業務的業內領先。全程
參與“單一窗口”金融服務模塊建設，開發了稅費支
付、預約開戶、保函在線申請等功能。首家推出電
子匯總征稅保函，並實現了與海關的電子化擔保數
據傳輸。依托上海、新加坡、倫敦、紐約四地大宗
商品業務中心，推廣交易型和結構化大宗商品融資
業務。推進供應鏈融資的數字化轉型，在線融資業
務規模持續增長。參與“區塊鏈福費廷交易平台”和
“數字票據交易平台”的建設和投產，有效提升交易
安全性和效率。研發下游供應鏈融資方案，在電商
平台經銷商融資等場景取得突破。成功上線與上海
票據交易所直連項目，為開展票據交易奠定系統基
礎。推動預約開戶、移動開戶等流程優化，提升開
戶效率和客戶體驗。

獲得《亞洲金融》“最佳交易銀行”“最佳貿易金融銀
行”、中國銀行業協會“最佳跨境人民幣業務銀行”
等獎項，彰顯貿易金融領域專業優勢。

現金管理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全球一體化經營優勢，持續提升全球
現金管理服務能力，中標多家跨國企業現金管理項
目，現金管理集團客戶實現快速增長。加快現金管
理產品推廣，為客戶提供資金集中管理、信息分類
核算等綜合服務，支持“走出去”企業全球信息可視
及資金運作，助力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改革，敘

做國內首筆SWIFT直連“中銀智匯(GPI)”跨境匯款業
務，首次在境外推廣銀銀直連業務。持續完善“全球
現金管理平台＋”綜合產品體系，實現全球現金管理
平台、SWIFT直連、銀銀直連、多銀行現金管理、交
易數據運用等產品的互聯互通，滿足客戶多渠道、
多領域、一站式資金管理需求。連續三年獲得《歐洲
貨幣》“亞洲最佳現金管理銀行”獎項，連續兩年獲
得《亞洲貨幣》“最佳跨境現金管理銀行”獎項，“中
銀全球現金管理”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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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綜合金融
服務平台，客戶覆蓋率保持市場領先。與全球178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600家機構建立代理行關係，為
跨國機構和企業提供國際結算、債券融資、外匯交
易、投資託管、全球現金管理等金融服務。緊跟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步伐，夯實沿線地區重點代理行
合作基礎，持續深化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
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全面合作，參與國內
政策性金融機構相關投融資項目，並提供延伸金融
服務。加大跨境人民幣業務拓展力度，成為境外央
行等主權類機構、商業銀行、交易所的人民幣清算
主渠道和人民幣業務主要合作銀行。為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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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戶，領先國內同業。推廣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
(CIPS)，與251家境內外金融機構簽署間接參與行合
作協議，市場佔有率同業排名第一。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QFII/RQFII)託管服務和境外央行類機構代理
服務的客戶數量及業務規模居同業前列。與哈薩克
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成功簽署戰略合作備忘
錄。首批獲得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貨保證
金存管銀行資格、大連商品交易所外幣保證金存管
銀行資格、鄭州商品交易所外幣保證金存管銀行資
格，成為H股“全流通”試點期間唯一合作銀行。

年末本行金融機構外幣存款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第
三方存管存量客戶市場份額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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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業務

本行積極探索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解
決途徑，加大普惠金融信貸投放，聚焦小微企業中
的相對薄弱群體，加強對普惠金融重點領域的金融
支持。

實行普惠金融專項資源配置，為普惠金融業務提
供全面政策保障。完善普惠金融架構，建立健全
服務體系，推進全行普惠金融組織架構落地和“五
專”經營機制建設，將全行營業網點全部作為普惠
金融基礎服務網點，在“中國製造2025”示範區評選
出第一批162家普惠金融信貸發起重點網點。年末
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5余額3,042億元，較上年末
增長12.26%，高於全行各項貸款增速；客戶數38

萬戶，高於去年同期水平。全年投放貸款平均利率
5.27%。強化風險管控和合規經營，健全資產質量

5 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統計按照《關於2018年推動銀行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通知》（銀監辦發[2018]29號）執行。

管控預警機制，加強小微企業貸款全流程管理，持
續提升信用風險甄別和化解能力，小微企業貸款質
量穩定可控。

持續開展中小企業跨境撮合服務，促進全球互聯互
通。作為首屆進口博覽會唯一銀行類綜合服務支持
企業，成功舉辦首屆進口博覽會展商客商供需對接
會。2018年，本行先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美國新
墨西哥州聖達菲以及中國河南鄭州、廣東揭陽、遼
寧大連、山東青島、廣東廣州、上海等地成功舉辦9

場跨境投資與貿易對接會。2014年以來，本行累計
舉辦50場跨境撮合活動，吸引來自全球87個國家和
地區的3萬家中外企業參加，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
升級、深化國際經貿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
施等方面持續發揮積極作用。穩步推進投貸聯動試
點，深化與試點地區各級政府和商業機構的合作，
打造科創企業綜合金融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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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本行持續貫徹落實國家倡議，大力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爭當中國企業“走出去”、外資企業“引進來”和沿線
國家當地企業的首選銀行，完善在沿線國家的機構網絡，以市場化原則支持沿線重點合作項目，打造“一帶一
路”人民幣國際化業務主渠道，引導全球金融資源向“一帶一路”聚集。

持續完善沿線國家機構布局。截至2018年末，本行海外機構覆蓋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3個“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成為在全球和“一帶一路”沿線布局最廣的中資銀行。2018年，中國銀行科倫坡分行、中國銀行（土
耳其）股份有限公司相繼開業，“一帶一路”沿線布局進一步完善。

穩步推進授信投放和項目拓展。截至2018年末，本行共跟進“一帶一路”重大項目逾600個。2015至2018年期
間，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超過1,300億美元的授信支持。

持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完善跨境人民幣清算體系，努力提高清算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推動當地人
民幣市場發展。2018年，本行“一帶一路”沿線機構共辦理人民幣清算量超過5萬億元，市場份額全球領先。通
過發行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使用。

積極拓展外匯資金類產品。通過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幣種即期和遠期外匯買賣、掉期和期權等外匯資
金類產品，助力企業管理匯率風險。本行具備對52種新興市場貨幣的報價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達
29種。積極參與銀行間市場小貨幣對人民幣的直接交易，作為首批人民幣對泰銖直接交易做市商完成銀行間
首筆交易。

全方位開啓“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模式。本行先後與塞爾維亞、緬甸、新加坡建立“一帶一路”合作關係，與菲律
賓財政部簽署有關諒解備忘錄，與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與匈牙利開發銀
行簽署熊猫債發行合作備忘錄。積極依托中英、中法、中意企業家委員會等雙邊企業合作平台，助力全球企業
拓展“一帶一路”沿線第三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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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業務

本行緊密圍繞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持續拓展業
務範圍，深入推進產品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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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福利計劃、員工持股計劃以及養老保障管
理產品等一系列養老金融服務，客戶滿意度持續提
升。成功獲得企業年金基金法人受託資格，並成功
簽署首單企業年金受託合同，年金服務領域進一步
拓寬。年末養老金個人賬戶管理數501.19萬戶，比
上年末增加49.59萬戶，增長10.98%；託管運營資
金2,211.58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89.18億元，增長
15.04%；服務客戶超過1.5萬家。

個人金融業務

本行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創新優化個人金融產品
與服務體系，努力提高線上化、場景化、智能化服
務水平，有力把握跨境業務、消費金融、財富管
理等發展機遇，持續提升個人金融業務競爭力。
2018年，本行中國內地個人金融業務實現營業收入
1,532.36億元，同比增加120.29億元，增長8.52%。

個人存款業務

本行順應利率市場化趨勢，加大存款產品創新力
度，為客戶提供多期限、多類型的存款產品，滿足
客戶差異化服務需求。依托客群建設、公私聯動拓
展代發業務，為代發客群提供涵蓋開戶、發薪、消
費、投資等業務的一攬子綜合服務方案。創新推廣
線上保證金業務，嵌入多種交易場景。創新推出“中
銀來聚財”小微商戶服務模式，以聚合支付為基礎為
小微商戶提供便捷服務，構建資金流動閉環。持續
豐富個人外匯服務，個人存取款業務覆蓋幣種達到
25種，個人外幣現鈔兌換幣種增加至39種，繼續保
持同業領先地位。積極發揮外匯優勢，有力服務首
屆進口博覽會等大型活動。進一步優化客戶體驗，

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電子渠道全線支持客戶預約
外幣取鈔服務。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個人存款總額50,263.22億
元，比上年末增加4,751.54億元，增長10.44%。外
幣個人存款總額折合440.40億美元，市場份額繼續
居同業之首。

個人貸款業務

本行切實貫徹國家支持實體經濟、擴大內需和促進
消費的政策導向，穩健拓展個人貸款業務。積極落
實國家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繼續執行差異化個人
住房貸款政策，重點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性購房
需求，保持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穩健發展。加快發展
消費金融業務，深入應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優
化完善風險管控模型，繼續推廣主打產品“中銀E貸”
全流程在線消費貸款服務，並保持較快增速。積極
發展普惠金融，優化個人經營類貸款發展策略，為
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商圈、產業鏈、涉農、
創業及扶貧等客戶群體提供特色服務。持續推進國
家助學貸款系統建設，提升發展型助學服務水平，
教育助學貸款繼續保持市場領先地位。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個人貸款總額39,338.40億
元，比上年末增加4,521.58億元，增長12.99%。

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

本行加快提升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服務能力，圍
繞客戶需求推動各項業務創新轉型。堅持科技引
領，投產投資產品銷售平台，整合投資產品銷售系
統架構，有效提升投資產品一體化和智能化銷售能
力。推出“中銀慧投”智能投顧服務，上線資產診斷
功能，優化資產配置工具。持續開展大數據精准營
銷，客戶標簽更加豐富，營銷鏈條更加完整。構建
全市場產品遴選平台，組建資產配置委員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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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策略報告，打造資產配置專業化決策體系。轉
型客戶營銷模式，持續開展客群營銷，推出駐外使
領館人員等客群定制服務包，加強產品服務整合。
推進客戶差異化服務體系建設，調整客戶等級劃
分，搭建統一權益平台，擴大尊享積分兌換範圍，
客戶忠誠度持續提升。持續優化隊伍管理機制，不
斷完善激勵體系，理財經理、私人銀行家和投資顧
問隊伍建設取得成果，專業服務能力穩步提升。依
托“中銀財富管理學院”打造立體化人才培養體系，
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拓展專業人才隊伍。推動完
善跨境客戶營銷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個人客戶一體
化服務取得積極成果。推進私人銀行建設，優化私
行中心組織模式，完善境內外機構布局，打造私行
全球服務平台。加強產品服務創新，推出純債型全
權委託和離岸家族信託，更好滿足高淨值客戶需求。

年末在中國內地設立理財中心7,993家、財富管理中
心1,082家、私人銀行44家。集團私人銀行客戶金融
資產規模達到1.4萬億元。獲得《亞洲貨幣》私人銀行
業務“最佳全球投資布局獎”和“最佳全球合作網絡
獎”，《亞洲私人銀行家》“中國卓越私人銀行獎”，
《財富管理》“2018最佳中國私人銀行  —  最具創新
力獎”和“2018最佳中國私人銀行  —  最佳資產管理
獎”；獲得《中國基金報》頒發的英華獎“最佳基金銷
售銀行”和“最佳私募銷售銀行”獎項；“中銀慧投”
智能投顧服務獲得《證券時報》頒發的“2018中國智
能投顧新銳獎”。

銀行卡業務

本行緊隨市場導向及客戶需求變化，持續完善產
品服務體系，努力打造中高端客戶、跨境、女士和
年輕族群中意的信用卡品牌銀行。助力粵港澳大灣
區互聯互通，首發中銀大灣區信用卡；服務冰雪運
動及全民健身，研發推出長城冰雪信用卡；滿足高
品質生活家庭需求，推出中銀美好生活信用卡；滿
足不同客群個性化需求，推出中銀隨心女人卡、中
銀贊卡、中國銀行美國運通跨境聯盟卡、長城萬事

達莫奈世界卡、歐冠主題信用卡、世界杯主題信用
卡等新產品。順應線上金融發展趨勢，創新推出中
銀數字信用卡，推進“場景連接、科技金融”服務模
式，打造互聯網化獲客場景。加快消費分期產品創
新升級，推廣“易分享”自動分期、優客分期、汽車
衍生消費分期等產品及靈活還款功能，持續開展二
手車、汽車融資租賃、婚育等分期試點，獲得中國
汽車金引擎“2018最佳汽車信用卡分期服務銀行”獎
項。整合支付服務模式，打造“中銀智慧付”品牌，
推廣聚合支付線下收單產品，提供“一點接入、全
面受理”的線上收銀台產品，優化“中銀智慧商家”
服務平台，為廣大商戶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綜合
金融服務。深化商戶增值服務體系建設，推出優惠
商戶及電子券平台，開展商戶系列O2O精准營銷活
動，打造消費生態場景閉環。持續開展客戶360度
生命周期維護，依托大數據加強客群分析，助力精
准營銷和額度動態管理。

本行主動順應人民銀行賬戶改革和移動支付便民示
範工程建設要求，穩步推進線上線下的借記卡發卡
與用卡，擴充II類和III類個人銀行賬戶應用範圍。優
化借記卡開銷戶、掛失、換卡等業務流程，持續改
善提升客戶體驗。拓展移動支付場景化應用，在校
園、跨境、社保、醫療、鐵路出行等方面，推廣線
上金融服務。優化“中銀E校園”，與騰訊微校形成
雙平台業務模式，服務廣大校園客戶。中標國家公
派留學發卡項目，擴大長城跨境通國際借記卡增值
服務，為持卡人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跨境服務。與
全國近30個省（直轄市）社保中心合作發行加載金融
功能的社會保障卡，按照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統
一標準發行電子社保卡，為客戶提供五險資金代收
付、專屬投資理財、費用優惠等金融服務，以及預
約掛號、消費優惠、名醫講座等非金融增值服務。
在廣東、遼寧、河北、貴州、四川、江西等多個省
市發行“居民健康卡”，為客戶提供線上線下一體
化、一卡全國通用的就醫支付和健康管理等服務。
推出湖南長株潭城際鐵路“e卡通”，提供手機客戶
端二維碼掃碼進出站和快速乘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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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務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本行積極踐行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充分發揮自身全球化、綜合化經營優勢，積極參
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籌備和舉辦，成為首屆進口博覽會銀行類綜合服務支持企業、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開
戶行和戰略合作伙伴。

深入參與招展招商。自2017年下半年起，本行充分發揮海外機構網絡優勢，在16個國家協助舉辦首屆進口博
覽會海外招展推介活動，合計營銷海外客戶超過1,400家；境內分行深入參與境內招商工作，積極配合各省市
商務機構舉辦交易團組採購推介活動，為境內採購商參與進口博覽會提供全面金融服務支持。

全力促成供需對接。2018年11月，本行配合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成功承辦首屆進口博
覽會展商客商供需對接會。涵蓋30多個行業的1,178家海外展商與2,462家中國內地客商進行了“一對一”現場洽
談，現場達成意向1,258項，其中601家企業提出實地考察計劃。

成功舉辦主題活動。首屆進口博覽會舉辦期間，本行成功承辦中意企業家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中墨企業家高
級別工作組會議以及“人民幣助推跨境貿易與投資便利化”主題論壇等活動，為中外經貿交流與合作積極貢獻
力量。

提供全面金融服務。本行為參會客戶提供匯款、多幣種貨幣兌換、開戶、銀行卡和手機銀行等服務，滿足客戶
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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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銀行卡發卡量和交易額數據如下表所示：

單位：萬張╱億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變動比率
借記卡累計卡量 52,574.46 48,299.71 8.85%

信用卡累計發卡量 11,065.73 9,704.06 14.03%

加載金融功能的社會保障卡累計卡量 10,187.42 9,281.36 9.76%

2018年 2017年 變動比率
借記卡消費交易額 59,410.75 42,201.80 40.78%

信用卡消費額 16,195.55 14,950.36 8.33%

信用卡分期交易額 2,791.32 2,589.90 7.78%

金融市場業務

本行積極順應利率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步
伐，密切跟蹤金融市場動態，充分發揮專業優勢，
持續深化業務結構調整，深度參與金融市場創新，
推進國際監管合規達標，金融市場影響力進一步提
升。

投資業務

本行加強市場利率走勢研判，積極把握市場機遇，
合理擺布投資久期，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緊跟國
家宏觀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積極參與地
方政府債券投資。把握國際債券市場趨勢，優化外
幣投資結構，防範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

交易業務

本行加快建設以利率、匯率、大宗商品三大產品線
為支柱的全球一體化金融市場業務體系，努力打造
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以產品為紐帶的新
型服務模式，推動量化交易能力建設，支持和服務

實體經濟。結售匯市場份額持續領跑同業，新增捷
克克朗、匈牙利福林等6種現鈔兌換牌價，結售匯
牌價貨幣對達到39對。鞏固“一帶一路”新興市場交
易產品領先優勢，外匯買賣貨幣達到63種，其中新
興市場貨幣52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29種。
持續加強產品創新，市場競爭力進一步提升。與中
國外匯交易中心共同編製“CFETS-BOC交易型債券指
數”（“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  中國銀行”交易型債券
指數），並先後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新加坡交易
所正式發布，有力推動中國內地債券市場開放和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

依托全球一體化的交易、銷售、風控和系統體系，
強化總行及海外交易中心對區域分行的業務支持，
提升全球一體化服務能力。依托專業報價和合規先
行優勢，穩健拓展同業客戶需求。圍繞實體經濟需
求，強化鏈條式服務，全面滿足客戶匯率、利率和
大宗商品風險對沖需求。代理交易與做市報價服務
並重，構建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銀行間市場的
一體化營銷機制，提升對境外機構投資者的報價和
服務能力。積極參與外匯自律機制建設工作，全面
實施外匯市場準則，順利通過年度外匯自律實施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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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業務全球化和服務綜合化的經營優
勢，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專業
化、定制化的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解決方案，涵蓋
債券承分銷、資產管理、資產證券化、併購重組顧
問等專業金融產品及服務。助力國內多層次資本市
場建設，支持客戶開展直接融資，全年承銷中國銀
行間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3,791.79億元。
大力推進金融機構債券承銷業務，金融債承銷額和
市場份額實現提升，銀行間市場資產證券化承銷業
務市場份額位居商業銀行前列。打造跨境競爭優
勢，協助菲律賓共和國、阿聯酋沙迦酋長國、匈牙
利政府等境外主體發行熊猫債，熊猫債市場份額保
持領先。作為主承銷商及簿記管理人，協助中國財
政部成功發行30億美元主權債券，進一步完善了主
權外幣債券收益率曲線，為國際資本市場參與者提
供了中資債券定價基準。中資企業G3貨幣（美元、
歐元、日元）投資級債券承銷市場份額繼續排名第
一。堅持發展綠色金融，作為主承銷商參與多個重
要綠色債券項目，包括首單綠色建築類熊猫債、首
筆准主權歐元浮息綠色債券。積極實踐金融扶貧，
牽頭承銷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發行的銀行間
市場央企首單扶貧短期融資券，募集資金部分用於
水電站項目。大力支持民企融資，在國有大型商業
銀行中首批落地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為民
營企業直接融資注入新動能。獲得《國際金融評論
（亞洲）》“中國最佳債券主承銷商”、《亞洲貨幣》“中
國最佳公司及投資銀行”“中國最佳跨境債務融資
獎”、《財新》“最佳中國國內債券市場銀行”“最佳中
國熊猫債券承銷商”“最佳中國國際G3貨幣債券市場
承銷商”、《亞洲金融》“最佳金融機構債券獎”“最佳
熊猫債券獎”“最佳綠色債券獎”等多個獎項，“中銀
債券資本市場”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

穩步推進資產管理業務轉型發展，加大淨值型產品發
行推廣力度，陸續推出“日積月累  —  樂享天天”“中
銀策略  —  穩富”以及“中銀睿富”等多支淨值型產
品。探索建立符合淨值化轉型發展的投資運作模
式，增強投資交易能力建設，優化大類資產配置，
有效提升投資收益。搭建新型理財業務系統架構，
優化系統功能，為業務開展提供科技支持。全年累
計發行理財產品和結構性存款8,071支，年末理財產
品和結構性存款規模達到17,181億元。

完善財務顧問服務體系，進一步豐富顧問服務內
涵，充分發揮總分行、境內外一體化聯動優勢，為
客戶提供策略建議、標的推介、交易結構搭建、估
值分析、融資方案設計等專項顧問服務和交易全流
程服務。穩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優化存量資產
結構，全年成功發行四期共379.49億元個人住房抵
押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和一期1.6388億元不良信貸資
產支持證券。

託管業務

本行以“做大公募基金託管、做強養老金託管、做
精跨境託管、做優銀行理財託管”為主線，全面提
升託管業務市場競爭力。把握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機
遇，成為中國內地首家獲得中國存託憑證(CDR)試點
存託人業務資格的商業銀行。推進科技引領和系統
建設，配合CDR和滬倫通項目率先推出存託系統，
加快全球託管系統估值核算和投資監督功能建設，
投產非證券類託管業務系統和新版託管網銀，全球
託管服務能力進一步提升。中標新疆、山東地方職
業年金計劃託管項目，並成功爭攬中國內地首支地
方政府債公募基金。獲得《財資》“中國境內最佳QDII

託管銀行”“最佳QDII個案”獎項，進一步鞏固了本行
作為客戶跨境投資首選銀行的地位。2018年末，集
團託管資產規模近10萬億元，跨境託管資產規模位
居中資同業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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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力量支持北京冬奧會

本行作為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官方銀行合作伙伴，切實做好冬奧會金融服務，積極開展冬奧市場營
銷和宣傳推廣，全力以赴支持冬奧會籌辦工作。

全面開展冬奧金融服務。支持冬奧項目建設，為國家速滑館、冬奧延慶賽區場館、冬奧會創傷診療中心等冬奧
相關項目提供授信支持。為北京冬奧組委提供賬戶管理、結算匯兌、外匯風險防控、保函等全面金融服務，開
設“北京冬奧支行”。

發揮金融力量積極服務北京冬奧會推廣及大眾冰雪產業發展。發布《中國銀行冬奧冰雪行動計劃》，積極服務
冬奧會推廣、大眾冰雪、冬奧冰雪產業發展。以金融產品為載體，為廣大消費者瞭解冬奧、接觸冬奧提供獨特
渠道，作為北京冬奧會貴金屬特許商品唯一代銷銀行，在全轄範圍內開展銷售；發行中銀冰雪借記卡和信用
卡，累計發卡量超過500萬張，並為持卡客戶提供冰雪場館、運動裝備、冰雪培訓優惠。

開展形式多樣的冬奧宣傳。2018年6月23日，本行參加第32屆國際奧林匹克日活動，分別在北京、哈爾濱、深
圳舉辦了跑步、滑雪、滑冰的互動體驗活動和奧林匹克文化營活動，首次將冰雪運動形式引入奧林匹克日活
動，獲得良好社會反響。創新開展網絡宣傳，聯合北京冬奧組委開展“冬奧首發”系列微視頻專項宣傳，通過北
京冬奧組委和本行官方宣傳渠道播出，進一步宣傳北京冬奧會。參加2018年奧林匹克博覽會、2018年北京冬
季運動博覽會，分享本行冬奧金融服務進展，向社會大眾普及冬奧知識，推廣奧林匹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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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鎮銀行

中銀富登村鎮銀行積極落實國家鄉村振興戰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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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為縣域小微企業、個體商戶、
工薪階層和農村客戶提供現代化金融服務，助推美
麗鄉村建設。

加快村鎮銀行機構布局，支持縣域金融發展。在順
利完成收購國家開發銀行持有的村鎮銀行股權的
基礎上，收購中國建設銀行持有的27家村鎮銀行
股權，進一步拓展村鎮銀行業務規模，更好服務於
中西部地區，更好支持縣域實體經濟發展。2018

年末，在全國22個省（直轄市）通過自設及併購的
方式，共控股125家村鎮銀行，下設142家支行，成
為國內機構數量最多、業務範圍最廣的村鎮銀行
集團。持續完善產品服務體系，客戶數量和業務規
模進一步增長。2018年末，注冊資本75.24億元，
資產總額603.32億元，淨資產100.40億元。存款余
額389.39億元，比上年末增長38.37%。貸款總額
392.57億元，比上年末增長43.16%。不良貸款率
2.42%，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237.80%。全年實現
淨利潤6.74億元。

海外商業銀行業務

2018年，本行繼續完善海外機構布局，持續推進
海內外一體化發展，全球服務和保障能力進一步增
強，市場競爭力持續提高。年末海外商業銀行客戶
存款、貸款總額分別折合4,334.44億美元、3,652.82

億美元。2018年，實現利潤總額89.26億美元，對集
團利潤的貢獻度為25.78%。

機構網絡布局方面，本行緊跟全球客戶金融服務需
求，加快完善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機構布局，
在已設立機構的國家進一步增加經營網點數量，
全球服務網絡進一步完善。2018年末，本行共擁有
548家海外分支機構，橫跨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
比上年新增3個國家。

公司金融業務方面，本行充分發揮商投行一體化
優勢，為“走出去”和“引進來”客戶、世界500強企
業和當地企業客戶提供優質、高效、個性化、全方
位的綜合金融服務。進一步完善全球化的客戶服務
體系，持續提升中高端產品服務能力，通過銀團貸
款、項目融資、跨境併購、出口信貸、全球現金管
理、保函等核心產品，大力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能
源資源開發、境外合作園區等重點項目，扎實做好
“一帶一路”金融服務，促進國際產能合作，推動企
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穩致遠。

個人金融業務方面，本行依托豐富的海外機構網
絡，為“走出去”個人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
持續拓展出國金融見證開戶服務，覆蓋北美洲、
歐洲、亞洲、大洋洲的18個國家和地區，打造美國
“美好前程”、英國“金色年華”“英倫管家”、加拿大
“加國有家”、澳大利亞“留金歲月”、新加坡“揚帆
獅城”、澳門“璀璨人生”等留學服務品牌。打造跨境
營銷生態圈，整合平台營銷資源，優化信用卡跨境
服務專區，推出信用卡跨境客戶星級體系，為客戶
提供優惠、便捷、高品質的跨境用卡服務，提升跨
境業務品牌影響力。拓展海外發卡和收單業務，研
發新加坡中銀Qoo10信用卡、中銀Miles信用卡、澳
門大灣區信用卡等新產品，支持海外分行發展線上
及線下一體化商戶收單業務，進一步提升在當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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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市場的競爭力。完善海外借記卡布局，在19個國
家和地區發行借記卡產品，涵蓋銀聯、Visa、萬事
達三大品牌，在取現、消費等基本功能的基礎上，
拓展非接觸式支付、無卡支付、3D認證支付等創新
功能，並支持海內外櫃檯、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
多渠道使用，更好滿足海外客戶全球用卡需求。

金融市場業務方面，本行充分發揮全球一體化優
勢，緊跟國家對外開放戰略，在新加坡、韓國、迪
拜等地交易所積極開展人民幣期貨做市業務，在
亞洲、歐洲、大洋洲等地區拓客能力不斷增強，匯
率、利率、大宗商品產品線結構持續優化，業務規
模和盈利能力不斷提升。把握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機
遇，全力營銷“走出去”“引進來”客戶託管業務，加
快構建全球託管服務網絡，提升全球託管服務能力
和重點海外機構的本地及跨境託管服務能力，積極
開展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服務機制創新，完成跨境託
管服務流程整合。11月2日，成功獲得英國審慎監
管局頒發的託管業務牌照，成為首家在英國取得託
管業務資格的中資銀行。年末，本行跨境託管業務
市場份額28.44%，保持中資同業第一。積極搭建國
際資本市場橋樑，在國際市場上成功發行32億美元
等值“一帶一路”主題債券和首筆18億美元等值“粵
港澳大灣區”主題債券，成功發行14億美元等值綠
色債券和4億美元等值中資銀行境外首筆可持續發
展債券。

支付清算服務方面，本行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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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任日本人民幣清算行，在全球25家人民幣清算行中

佔有12席，繼續保持同業第一。人民幣跨境支付系
統(CIPS)間接參與行數量市場排名第一。全年跨境人
民幣清算量389萬億元，同比增長11%，繼續保持全
球第一。推出“中銀閃匯”產品，為集團內客戶打造
專屬高效匯款通道，提升客戶跨境匯款體驗，保持
市場同類產品領先地位。

電子渠道服務方面，本行進一步拓展海外渠道服務
範圍，升級發布手機銀行國際版，海外手機銀行覆
蓋18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網上銀行覆蓋46個國家和
地區。新增老撾語版手機銀行，海外電子渠道已提
供13種語言服務。跨境企業網上銀行新增貴金屬清
算、全球資金調撥、企業網銀GPI匯款等境外服務，
全新搭建海外銀企對接渠道，為全球重點客戶提供
銀企對接服務，保持跨境領域業務領先優勢。

中銀香港

2018年，中銀香港圍繞“建設一流的全功能國際化區
域性銀行”的戰略目標，堅持穩健、長期、可持續發
展理念，充分發揮競爭優勢，扎實推進各項重點工
作，核心業務表現良好，主要財務指標保持穩健。
持續完善區域一體化經營模式，推進東南亞機構整
合融合，東南亞地區業務穩健發展。大力拓展跨境
業務，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致力打造大灣區首
選銀行。加快綜合化平台建設，推動全功能發展。
加快金融科技創新與產品研發，推動數字化發展。
年末已發行股本528.64億港元；資產總額29,529.03

億港元，淨資產2,849.07億港元。全年實現淨利潤
325.8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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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香港核心市場，主要業務保持領先。客戶存、
貸款增幅高於市場平均水平，資產負債結構進一步
優化，資產質量優於當地同業。拓展多元化企業融
資業務，完成多筆大型銀團貸款、項目融資和發債
項目，連續14年保持香港  —  澳門銀團貸款市場最
大安排行地位。連續8年保持IPO主收款行業務香港
市場份額第一。深化與本地工商客戶的業務關係，
為其搭建高效便利的金融服務平台，聯手提升市場
競爭力和滲透力。進一步鞏固與政府和機構客戶的
業務往來，加快拓展資金池和財資中心業務的區域
性布局，以客戶為中心加強產品和服務的場景化、
綜合化應用，提升服務競爭能力。貼合個人客戶差
異化需求，以專屬、尊貴服務對接中高端客戶，
中高端客戶總量持續增長。積極推動普惠金融，加
快個人客戶產品服務升級，打造民生需求衣、食、
住、行的全方位服務能力。銀聯發卡及簽賬業務保
持香港市場領先地位。

推進東南亞機構整合，區域協同成效初顯。2018

年1月完成收購中國銀行越南業務和菲律賓業務的
交割。2018年12月4日與中國銀行就轉讓中國銀行
萬象分行簽訂收購協議，並於2019年1月21日完成
交割。中銀香港東南亞分支機構已覆蓋泰國、馬來

西亞、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文萊
和老撾等國家。加快東南亞機構邏輯整合，全面加
強東南亞機構的信貸風險、合規內控管理能力和
水平，推進區域化經營管理轉型發展，加強對東南
亞機構的配套支持，實施差異化發展策略。不斷豐
富產品和服務組合，拓展當地主流市場，聚焦重點
客戶和項目，並積極拓展機構客戶業務、人民幣產
品及財資業務。通過一體化營銷，強化區域協同效
應，客戶基礎和業務規模持續擴大。

深化集團內聯動，大力發展跨境業務。繼續發揮在
內地與香港兩地優勢，加強與集團內分支機構聯
動，共同圍繞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四大要素跨境流動，逐步豐富產品體系，進一步擴
大市場份額和影響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舉辦“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高峰論壇”，進一步促進跨
境金融合作，有效提升本行在大灣區的品牌形象。
推出“粵港商事登記銀政通”，提供遠程工商登記服
務，幫助香港中小企業到大灣區發展。重點部署香
港國際機場、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總站及港珠澳大橋
等口岸交通樞紐的網點和自助銀行服務，全力拓展
跨境旅客服務網絡。加快推動跨境服務互通、品牌
互認，滿足粵港澳三地居民在開戶、支付、理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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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等金融服務需求，助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
為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跨境客戶數量實現
較快增長。

擴大金融市場競爭優勢，加快綜合化平台建設。積
極應對市場變化，推動多元發展的同時實施嚴格
的風險管控。加強交易系統建設，完善電子交易平
台，不斷提高交易能力。加強財資產品創新，豐富
產品及服務組合，市場競爭力和客戶基礎持續提
升，代客業務取得較快增長。發揮現鈔業務市場領
導地位，積極拓展亞太區業務，進一步鞏固現鈔批
發業務優勢。債券承銷業務成效顯著，協助企業和
機構成功發行多筆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綠色債券。
發揮綜合化平台協同優勢，繼續推進人壽保險、資
產管理、託管、信託、證券期貨等業務平台建設，
為客戶提供全價值鏈金融服務，努力打造新的競爭
優勢。

加快數字化發展，推進金融科技創新。加強線上線
下融合，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數字化銀行。電子渠
道客戶數量及交易筆數持續上升。持續提升跨境支
付及收款服務，推出BoC Pay，成為首個“一站式”
跨境電子支付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兩地客戶使用銀
聯二維碼支付和充值服務；推出BoC Bill，成為香港
首家可處理銀聯二維碼支付的綜合收款平台，為商
戶提供綜合收款服務。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的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為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跨
行、跨平台港元及人民幣即時轉賬及收付服務。加
快完善“至尊客服”配置，利用移動終端支持廳堂人
員及雲端客服，網點整體生產力顯著提高。推廣指
靜脈認證，為客戶提供方便快捷的身份認證。加速
新型智能分行布局，推出嶄新客戶服務流程。持續
提升業務流程無紙化及客戶信息數字化，降低業務
對環境的影響，致力構建綠色銀行。

獲得《亞洲銀行家》“亞太及香港區最穩健銀行”“香 

港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大獎”“香港最佳企業貿易融資 

交易獎”、《亞洲貨幣》“香港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銀 

行”、《亞洲銀行及財金》“香港本地現金管理銀行” 

“香港區最佳貴金屬買賣銀行大獎”“香港區最佳創 

新服務大獎”“香港區最佳流動銀行項目大獎”“香港 

區最佳電子銀行項目大獎”等獎項。獲得香港中小型 

企業總商會頒發的“2018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年內發行的額外一級票據亦獲《亞洲金融》頒發“香 

港最佳交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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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經營平台

本行充分發揮綜合經營優勢，積極響應“一帶一路”
倡議，把握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建設等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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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戶提供全面優質的綜合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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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
中銀國際控股已發行股本35.39億港元；資產總額
640.58億港元，淨資產184.83億港元。全年實現淨
利潤16.07億港元。多項核心業務市場排名位居前
列。

中銀國際控股積極把握“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內
地企業“走出去”、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等戰略機遇，強化市場營銷，加強內控建
設，提升風險管控，以服務實體經濟、支持民營企
業為己任，努力做優主業，加強“投行＋商行”一體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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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升全球客戶跨境綜合服務能力，積極拓展東
南亞市場，大力發展兼併收購業務，發揮政府服務
和金融解決方案專家小組的架構優勢，加大跨境聯
動力度。股票承銷和財務顧問業務穩健發展，協助
青島海爾在法蘭克福中歐國際交易所發行首支中資
D股股票。債券發行和承銷業務繼續保持市場領先。
立足港澳地區、背靠中國內地，面向全球市場，持
續拓展銷售網絡。緊跟市場變化，進一步提升研究
業務的智庫價值和影響力。

穩步推進證券銷售交易系統建設，應用大數據和人
工智能技術，深入開展交叉銷售，提高精准營銷和
客戶服務水平。順應市場變化重新推出牛熊證產
品，證券銷售和衍生產品業務在香港股票及認股證
市場名列前茅。優化資產管理業務架構，致力於為
客戶提供差異化的投資產品和服務。積極提供全方
位綜合財富管理與傳承方案及私人銀行投資產品；
持續優化服務和系統平台以確保在中資背景私人銀
行中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和競爭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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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豐富投資
品種，積極參與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基金互認安
排，為境內投資者提供優質服務。

把握內地資本市場發展機遇，加強跨境業務合作，
發掘符合行業發展趨勢的優質項目，擴大人民幣股
權投資項目規模。推出“BOCI中國大宗商品指數”，
在大宗商品期貨市場樹立行業新標杆。敘做境外投
資者在國內首筆原油期貨交易和鐵礦石期貨交易，
助推中國期貨市場國際化進程。

獲得權威媒體頒發的“最佳公司與投資銀行獎（香港 

區）”“最佳私人銀行  —  香港（高端客戶）”“‘一帶一 

路’最佳全功能中資投行”“最佳債券承銷商”“亞洲 

年度最佳基本金屬交易商”“亞洲年度最佳創新獎” 

“互惠基金  —  香港股票基金  —  傑出大獎”“強積金 

（十年）  —  環球股票基金  —  傑出大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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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中銀國際證券注冊資本25.00億元；資產總
額472.00億元，淨資產120.45億元。全年實現淨利
潤7.06億元。

中銀國際證券大力推進各項業務轉型發展和爭先進
位。深化投行業務“投行＋商行”“投行＋投資”“境
內＋境外”的協同優勢，推動投行業務向交易驅動
型綜合金融服務轉型，推動資管業務向主動管理轉
型，推動經紀業務向財富管理轉型，推動分支機構
向全功能轉型。2018年股債主承銷規模均位列行業
第9名，2018年受託管理資產規模和淨收入分別位
列行業第7名、第8名，客戶服務能力和市場影響力
持續提升。

獲得《證券時報》“十佳資產證券化投行”“新銳投行
君鼎獎”“五星綠色債券項目”“資產管理券商君鼎
獎”“十大創新資管╱基金產品君鼎獎”“固收類投資
團隊君鼎獎”、《國際金融報》“中國機構客戶服務先
鋒獎”、《中國證券報》“最具價值金牛分析師獎”等
獎項。

中銀基金

本行通過中銀基金在中國內地經營基金業務。年末
中銀基金注冊資本1.00億元；資產總額40.60億元，
淨資產為30.20億元。全年實現淨利潤9.73億元。

中銀基金穩步拓展資產管理業務，盈利水平持續
提升，內控和風險管理穩健良好，品牌和市場美譽
度不斷提高，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年末資產管理
規模達到7,692億元。其中，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
模4,011億元，非貨幣理財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
1,876億元。

獲得《中國基金報》公募基金20年“最佳固定收益基
金管理人”、《上海證券報》“金基金”Top基金公司大
獎等權威獎項。



2018年年度報告 50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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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中銀集團保險已發行股本37.49億港元；資
產總額85.63億港元，淨資產40.02億港元。全年實
現毛保費收入23.44億港元，淨利潤0.21億港元。毛
保費收入繼續在香港地區一般保險市場位居前列。

中銀集團保險積極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加大集團聯動力度，成功爭取到老
撾萬象世貿中心財產綜合險項目和港珠澳大橋汽車
第三者責任險項目，實現聯動模式的新突破，綜合
金融服務能力不斷增強。

深入踐行“科技辦保險、特色辦保險、創新辦保險、
市場辦保險”的戰略內涵和“做深香港、做精內地、
做好海外、做大品牌”的市場策略，持續深化與保險
類金融機構的業務合作，通過再保險渠道搶抓市場
機遇，實現業務範圍由區域化向國際化的拓展。推
動公司核心業務系統更新換代，推進新官網平台優
化改造，實現客戶會員制管理，進一步改善客戶體
驗。

在充分考慮戰略、市場、監管和科技等因素的基礎
上，依據客戶、產品、渠道管理原則，持續推動組
織架構優化。着力建設“全面、全程、全員”風險管
控體系，確保風險內控三道防線履責到位。強化風
險管理預警機制，有力應對“山竹”颱風等自然災
害。加強承保、再保、投資等風險偏好管理，有效
傳導風險合規理念，風險管理專業化水平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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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中銀人壽已發行股本35.38億港元；資產總額
1,324.15億港元，淨資產83.17億港元。全年實現淨
利潤8.54億港元。

中銀人壽積極開拓多元化銷售渠道，開發創新產品
及增值服務。圍繞客戶差異化需求，推出優化版“非
凡人生特級終身壽險計劃”及全新“非凡守護危疾保
險計劃”，提升新造業務價值。推出全新年金產品
“非凡即享年金計劃”，滿足客戶對年金產品及退休
保障的需求。創新銷售平台，進駐知名互聯網企業
旗下保險產品服務平台，在該服務平台及公司官網
同步推出首個危疾產品“隨身保危疾保險計劃”，吸
納移動網絡客群。2018年適逢中銀人壽開業20周
年，公司積極開展品牌推廣活動，提升客戶對中銀
人壽壽險業務的認知度，深化品牌建設。

加大創新科技應用，有效提升客戶體驗。推出全新
智能客戶服務機器人，為客戶提供有關保險、繳
費、理賠等資訊。開拓年輕客群，推廣電子保單服
務，推出“網上理賠”功能，為客戶帶來輕鬆便捷的
批核服務。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的快速支付系
統“轉數快”，成為首批引入即時繳付或即時支付功
能並應用於保險繳費及理賠的香港保險公司。

公司財務表現穩健，盈利表現、償付比率和資本實
力長期穩定，穆迪財務實力評級上調一檔至A1評級。

中銀保險

本行通過中銀保險在中國內地經營財產保險業務。
年末中銀保險注冊資本45.35億元；資產總額126.06

億元，淨資產39.69億元。全年實現保費收入60.50

億元，淨利潤2.05億元。

中銀保險緊跟國家戰略，緊盯市場趨勢和客戶需
求，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持續提升綜合金融服務品
質。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中國內地
大型企業“走出去”，在亞洲、非洲、南美洲的70多
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境外保險業務，覆蓋近30個行
業，保持同業領先。在業內首創關稅保證保險，為
進口企業提供通關便利。助力企業科技創新，加入
首台（套）重大技術裝備保險補償機制試點共同體，
支持重大技術裝備水平提升。支持區域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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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港珠澳大橋提供保險服
務。主動擔當社會責任，加入單用途商業預付卡履
約保證保險共保體、中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
險共同體。快速響應各類理賠項目，全力做好理賠
服務工作，針對自然災害和重大事故，及時啓動應
急機制，確保賠案快速處理，有力支持客戶恢復生
產，客戶體驗持續提升。

公司風險狀況良好，經營保持穩健，連續9個季度分
類監管評價為A，保持標準普爾A-評級，評級展望為
“穩定”。獲金融界網2018年度領航中國“傑出保險
品牌”、《中國經營報》“2018卓越競爭力財險公司”
獎。關稅保證保險產品獲和訊網2018年度財經風雲
榜“年度創新力保險產品”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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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中銀三星人壽注冊資本16.67億元；資產總
額148.05億元，淨資產12.91億元。全年實現規模保
費收入72.04億元，淨利潤0.35億元。

中銀三星人壽持續提升集團交叉銷售和協同服務
能力，全年面向本行團體客戶的保費收入同比增長
96%，面向本行信用卡客戶的保費收入同比增長
105%。拓展客戶服務渠道，年內在江蘇蘇州、廣東
中山等7個地區新設分支機構，在本行手機銀行開
設壽險綜合服務專區，為高端客戶提供韓國三星首
爾醫院體檢服務。升級系統服務平台，上線團險新
核心系統，自動核保效率提升近60%，微信保全業
務辦理佔比提升近20%。增強產品開發能力，強化
保險保障功能，推出“中銀愛家保特定疾病保險”。

獲得《每日經濟新聞》2018中國保險風雲榜“優秀外
資保險公司”獎項。“祥佑”系列終身重大疾病保險
和“尊享家盈二號”終身壽險產品分別獲得《中國保
險報》2018保險產品創新論壇“年度健康產品”和“年
度終身壽險產品”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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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範圍覆蓋企業股權投資、基金投資與
管理、不動產投資與管理、不良資產投資等。年末
中銀集團投資已發行股本340.52億港元；資產總額
1,162.99億港元，淨資產612.64億港元。全年實現
淨利潤38.92億港元。

中銀集團投資積極貫徹集團整體發展戰略，加快推
進從“投資”向“投資＋投資管理”並重轉型發展。聚
焦新行業、新業態發展機遇，敘做多個重點項目。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起設立大灣區共同
家園發展基金。完善多元融資渠道，2018年在中國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分別公開發
行10億元和20億元熊猫債。助力集團精准扶貧，完
成咸陽  —  正大生豬養殖項目一期出資。加強投後
管理和退出管理，實現滾動持續發展。

中銀資產

本行通過中銀資產在中國內地經營債轉股及配套支
持業務。年末中銀資產注冊資本100.00億元；資產
總額211.72億元，淨資產101.07億元。全年實現淨
利潤2.34億元。

中銀資產深入貫徹落實國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決策部署，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以改善企
業運營為目標實施債轉股，幫助企業降低槓桿率，
提升企業價值。2018年，落地市場化債轉股業務
438.61億元，派出17名董（監）事參與轉股企業公司
治理。成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子公司，成功發起首
支債轉股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落地國內首單“非上
市非公眾股份公司債轉優先股”項目，積極探索市
場化債轉股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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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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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租賃是全球領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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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中銀航空租賃已發行股本11.58

億美元；資產總額182.56億美元，淨資產41.99億美
元。全年實現淨利潤6.20億美元。

中銀航空租賃始終致力於可持續增長，持續實施積
極經營策略，穩步拓展飛機租賃市場。大力支持“一
帶一路”倡議，截至年末向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中
國內地和香港澳門台灣的航空公司租出的飛機累計
超過公司飛機總數的75%。密切圍繞客戶需求，持
續擴大自有機隊規模，全年共接收飛機55架（包括
五架由航空公司客戶在交機時購買的飛機），並全
部簽訂長期租約。2018年，公司為未來交付的飛機
簽署租約92個，新增客戶17名。公司堅持優化資產
結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全年出售34架自有飛
機和7架代管飛機，年末自有機隊的平均機齡為3.0

年（賬面淨值加權），是飛機租賃業內最年輕的飛機
組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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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渠道

本行在中國內地及眾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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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致力於以客戶體驗為中心，推動渠道融合與網點
轉型，努力增強獲客與活客能力，打造線上線下有
機融合、金融非金融無縫銜接的業務生態圈。

網點建設

全面推進以智能櫃檯為核心的新一代網點智能化建
設。以智能櫃檯推廣和迭代升級為驅動，促進網點
服務模式轉型，加快從交易操作型向價值創造型的
轉型升級。2018年，智能櫃檯完成9次迭代升級，投
產41大類、186子類服務場景，基本建成涵蓋基礎金
融、重點銷售、線上線下協同、國際化特色以及對
公業務等五大產品的智能服務體系；同時，實現中
國內地對外營業網點100%全覆蓋，智能化服務水平
和覆蓋範圍持續提升。移動智能櫃檯已覆蓋中國內
地36家一級分行，助推網點走出廳堂，融入場景主
動獲客，進一步擴展金融服務輻射半徑，轉變經營
發展模式。試點投產移動對公開戶，依托移動智能
櫃檯首次將對公開戶、產品開通以及線上渠道服務
拓展延伸至場外營銷場景，進一步提升基礎客戶、
基礎賬戶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試點推出現金版智
能櫃檯，以人民幣現鈔為突破口，為客戶提供貫通
多種介質、多種面額、多種交易方向的一站式智能
現金服務，打通櫃面業務遷移的“最後一公里”。

優化網點效能評價體系，推進網點分類和差異化建
設，延伸服務渠道，提升縣域金融服務水平。持續
完善網點運營管理機制，優化基層人員崗位權限配
置，提升網點營銷服務手段，改善客戶體驗，加強
網點各項業務風險管理，全面提升業務發展綜合效
能。

2018年末，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機構總數（含總行、
一級分行、二級分行及基層分支機構）10,726家，中
國內地非商業銀行機構總數467家，香港澳門台灣
地區及其他國家機構54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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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台（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長率
ATM 41,723 42,507 (1.84%)

智能櫃檯 26,044 16,235 60.42%

自助終端 17,627 31,239 (43.57%)

網絡金融

網絡金融業務創新發展，手機銀行業務增長迅速，功能體驗持續提升，在權威機構與主流媒體測評中排名
取得大幅進步。2018年，本行電子渠道對網點業務的替代率達到93.99%，電子渠道交易金額達到223.53萬
億元，同比增長16.18%。其中，手機銀行交易金額達到20.03萬億元，同比增長82.68%，成為活躍客戶最
多的線上交易渠道。

單位：萬戶（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長率
企業網銀客戶數 389.05 341.69 13.86%

個人網銀客戶數 16,623.61 14,797.22 12.34%

手機銀行客戶數 14,531.18 11,532.57 26.00%

電話銀行客戶數 11,376.78 11,336.91 0.35%

單位：億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8年 2017年 增長率
企業網銀交易金額 1,900,071.23 1,658,818.31 14.54%

個人電子銀行交易金額 300,761.52 225,919.12 33.13%

手機銀行交易金額 200,311.65 109,651.39 82.68%

持續豐富網絡金融產品體系。圍繞市場與客戶需
求，打造網絡支付、金融超市、中銀E貸、E融匯、
報關即時通等明星產品。加快網絡支付業務發展，
成為網聯平台首家接入、首筆交易、首家切量銀
行，業內首推銀聯跨境二維碼支付。構建一站式金
融超市，聚合集團資源，為客戶提供銀行理財、代
銷基金、貴金屬、外匯等全類型18大類投資理財產
品。緊抓數據與場景兩條主線，持續拓展和豐富“中
銀E貸”客群範圍與獲客場景；創建網絡融資創新孵
化機制，探索開發基於消費行為和場景數據的個人
客戶信用風險評價模型。延續報關業務優勢，配合
海關總署和人民銀行，成為業內首家試點銀行並在
全國推廣“單一窗口”稅費支付業務、電子匯總征稅
保函業務，“報關即時通”業務持續保持市場份額第
一。

貫徹“移動優先”策略，打造集團綜合金融移動門
戶。新版手機銀行已涵蓋約200項金融服務，功能
體驗持續提升。應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識別
等新技術，實現“千人千面”，推出人臉識別認證、
語音識別搜索、手勢登錄等功能，上線智能投資顧
問、智能客服等服務，提升手機銀行智能服務水
平。搭建跨境金融、綜合金融、移動支付、資產管
理等特色專區，推出數字信用卡、簽證通、外幣現
鈔預約等功能。創新應用直播模式，打造中銀直播
平台，促進手機銀行客戶互動，提升客戶黏性。豐
富手機銀行安全認證方式，試點推廣SIM盾、手機
盾。進一步優化網上銀行、電話銀行、微信銀行和
短信銀行服務功能，客戶體驗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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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設豐富、高黏性的服務場景。以手機銀行為
統一入口，加強對外場景合作，拓展優質商戶進駐
生活頻道，不斷豐富跨境、分行特色等增值服務。
投產E中銀場景拓展平台，推動本行產品融入互聯網
場景中，上線在線開戶、出國金融服務、風險測評
等公共服務，並與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積利金、外幣
零鈔預約等場景金融服務。

強化金融科技賦能，提升網絡金融基礎服務能力。
搭建企業級事中風控系統，打造覆蓋事前、事中、
事後的全流程網絡金融風險管控體系。大數據分
析能力進一步提升，構建涵蓋公司與個人的客戶標
簽服務體系，初步形成數據挖掘、數據分析、營銷
觸達、成效反饋的精准服務閉環。投產新一代客服
項目主體功能，建設跨渠道、跨場景、跨平台的智
能客戶聯絡中心；推出全球視頻專家在線服務，
持續打造智能化客戶服務能力。搭建新版企業手機
銀行，推出生物識別登錄、賬戶管理、電子對賬、
綜合匯款等功能。新增對公在線預約開戶、企業團
險、理財產品等主動營銷類企業網上銀行產品。

信息科技建設

本行堅持科技引領和創新驅動，持續強化IT治理，
促進集團範圍內信息科技一體化發展，有力支持集
團戰略實施。

海外信息系統整合轉型項目順利收官，該項目歷時
6年，覆蓋6大洲50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一套核心系
統覆蓋全球，實現信息系統版本統一、集中部署和
運營管理一體化。實施手機銀行、智能櫃檯、交易
銀行、智能客服、智能投顧、智能客戶管理、消費
金融、量化交易平台、智能風控體系、生態場景工
程等重點項目，有力支持業務發展，促進集團數字
化轉型。

遵循集中式與分布式架構並重的技術發展路線，全
面推動技術架構戰略轉型，構建雲計算、大數據、
人工智能三大新技術平台，為業務與經營管理的網
絡化、智能化、生態化奠定堅實基礎。容災備份與
高可用架構取得實質性突破，為信息科技長遠發展
奠定基礎。積極適應數字化時代發展浪潮，推動科
技體制機制轉型，在新加坡成立本行全球首家創新
研發基地，並發布手機銀行國際版。

開展人工智能、生物識別、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應
用研究，重點在風險防控、客戶體驗、業務交易、
安全運維等領域探索運用。堅守金融技術創新回歸
業務本源的原則，緊密跟蹤金融科技的核心技術，
探尋應用場景，推動新技術與業務的融合。積極利
用區塊鏈技術，與同業合作設計開發福費廷交易平
台並成功投產。深入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外匯
價格預測和智能報文分發模型，並探索運用深度學
習技術改進建模效果，提升預測結果的可靠性。

深入推進創新驅動

本行圍繞集團發展戰略，堅持創新驅動，努力夯實產品服務基礎，積極提升客戶體驗，推動技術創新與業務創
新的有機融合。

強化頂層設計，建立創新管理體系。持續優化創新機制，設立創新與產品管理委員會。2018年11月，在新加坡
設立首個全球化創新研發基地，依托海外金融服務優勢，聚焦跨境客戶投融資服務、貿易金融、跨境清算、人
民幣國際化等領域，借助集團科技力量，為本行建設新時代全球一流銀行提供動力。

圍繞客戶需求，加大產品服務創新。重點推廣“中銀慧投”“對公商品期權”“可持續發展債券”等產品，努力打
造明星產品。多項產品和成果獲得省部級獎項，涵蓋“一帶一路”、跨境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數字化銀
行等多個領域，贏得市場認可。

營造創新氛圍，激發全員主動創新。打造多元化、立體化的創新活動體系，開展創新論壇、創新大賽、創新
月、創新年度評選等活動，員工的創新熱情得到有效激發。加強創新人才培養，逐步建立包括創新專家、創意
達人、青年創新能手在內的三級創新人才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