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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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商業銀行業務 496,967 90.49% 461,822 91.61%

其中：公司金融業務 220,970 40.23% 211,265 41.91%

　　　個人金融業務 186,494 33.96% 173,166 34.35%

　　　資金業務 89,503 16.30% 77,391 15.35%

投資銀行及保險業務 35,303 6.43% 25,466 5.05%

其他業務及抵銷項目 16,912 3.08% 16,819 3.34%

合計 549,182 100.00% 504,1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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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公司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6,027,076 5,884,433 5,495,494

　　　　　　各外幣折人民幣 544,829 453,815 436,458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1,729,564 1,594,165 1,451,822

　小計 8,301,469 7,932,413 7,383,774
個人存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544,204 5,026,322 4,551,168

　　　　　　各外幣折人民幣 288,793 302,256 310,253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1,156,651 1,093,892 969,807

　小計 6,989,648 6,422,470 5,831,228
公司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5,591,228 5,057,654 4,761,874

　　　　　　各外幣折人民幣 259,463 280,878 338,379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2,135,689 2,009,066 1,872,448

　小計 7,986,380 7,347,598 6,972,701
個人貸款
　中國內地：人民幣 4,450,464 3,933,840 3,481,682

　　　　　　各外幣折人民幣 1,253 1,177 1,250

　港澳臺及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貨幣折人民幣 596,092 505,068 440,925

　小計 5,047,809 4,440,085 3,92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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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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實現營業收
入4,134.65億元，同比增加271.03億元，增長7.01%。具體如下表所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19年 2018年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公司金融業務 187,742 45.41% 183,675 47.54%

個人金融業務 163,245 39.48% 153,236 39.66%

資金業務 62,919 15.22% 47,849 12.38%

其他 (441) (0.11%) 1,602 0.42%

合計 413,465 100.00% 386,36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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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司金融業務高
質量發展。2019年，中國內地公司金融業務實現
營業收入1,877.42億元，同比增加40.67億元，增長
2.21%。

公司存款業務

本行持續加強基礎客戶和行政事業單位客戶拓展，
優化基層對公客戶營銷體系，完善對民生保障、財
政社保、教育衛生等重點行業客戶的產品服務。堅
持科技引領，推進公司金融數字化建設，利用大數
據技術，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深挖客戶存款增長
潛力，拓寬存款來源。開展全產品線營銷，推動對
公網銀系統功能升級，強化結算類、現金管理等基
礎型業務的存款帶動作用，積極吸收穩定性強的存
款，提升對財務公司的服務能力，做大客戶全量金
融資產，支撐存款高質量發展。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存款60,270.76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1,426.43億元，增長2.42%。外幣公司
存款折合780.9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19.75億美
元，增長18.11%。

公司貸款業務

本行加大實體經濟服務力度，把握經濟轉型機遇，
積極支持重點投資領域，助力國內經濟轉型升級，
加快信貸結構調整。加大對基礎設施、製造業、現
代服務業、科創企業等領域的信貸支持，提升民營
企業服務水平。優化區域信貸投放結構，對京津冀
及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海南自由貿
易試驗區等戰略地區制定差異化信貸政策，支持實
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積極服務社會民生、互聯網、
鄉村振興、養老產業、冬奧冰雪等重點領域。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公司貸款55,912.28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5,335.74億元，增長10.55%。外幣公
司貸款折合371.93億美元，比上年末減少37.32億美
元，下降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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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服務實體經濟

這一年，本行扎實服務實體經濟，創新優化金融服務供給。積極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當加大信貸支持

力度，境內人民幣貸款實現較快增長，地方政府債券投資力度加大。增加經濟重點領域和民生保障投入，製

造業貸款佔比保持較高水平。加大對普惠金融和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普惠金融貸款實現“量增價減”，民營

企業貸款增長高於公司貸款整體增速。積極融入對外開放新格局，大力支持“穩外貿”“穩外資”，境內國際結

算業務保持同業第一，外匯交易幣種、業務量保持中資同業第一。積極推進債轉股工作，市場化債轉股簽約

項目、簽約金額再創新高。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咸陽“北四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

這一年，本行認真落實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佈局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地區，重點區域貢獻進一

步提升。在京津冀及雄安新區，積極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和冬奧基礎設施建設，設立區域性研發基地，籌建

中銀富登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在長三角，率先發佈《長三角一體化綜合金融服務方案》《長三角一體化業務

發展行動方案》《上海自貿區新片區行動方案》，首批設立上海自貿區新片區分行，做實做強上海人民幣交易

業務總部，深化長三角業務一體化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發佈《粵港澳大灣區業務發展方案》，實施六個專

題行動計劃，全力支持深圳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首推“大灣區開戶易”服務，獲得香港首批虛擬銀行牌

照，大灣區市場份額保持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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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業務

本行繼續深化與各類金融機構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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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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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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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戶，
領先國內同業。推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與
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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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標韓國央行開展中
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唯一的代理結算行。要素市
場服務特色優勢擴大，形成服務金融要素市場生態
圈的特色服務模式，與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銀
聯、上海黃金交易所、上海清算所、上海票據交易
所、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公司等金融要素機構簽署
戰略合作協議。獨家擔任H股“全流通”全面推廣階
段結算銀行，保持中國結算唯一跨境結算賬戶。

年末本行金融機構外幣存款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第
三方存管客戶量增幅、存量客戶市場份額提升幅度
同業領先。

交易銀行業務

本行主動適應金融科技變革和客戶金融需求綜合化
趨勢，大力推動交易銀行建設，基本完成境內外交
易銀行架構和邏輯整合，成功投產智能化環球交易
銀行平台（iGTB平台）首期主體工程。

發揮貿易金融專業優勢，認真落實“穩外貿”工作要
求。2019年，集團完成國際結算業務量5.2萬億美
元，中國內地機構國際貿易結算市場份額穩居同業
首位，跨境擔保業務保持同業領先。作為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戰略合作伙伴（簡稱“進口博覽會”），積

極踐行國家對外開放戰略，持續為進口博覽會提供
全方位優質服務。配合國家口岸管理辦公室“單一
窗口”標準版金融服務功能建設，上線稅費支付、
預約開戶、匯總征稅保函在線申請、跨境匯款、中
小企業稅費融資和保險費支付等功能。升級跨境電
商綜合金融服務方案，覆蓋跨境電商行業撮合、融
資、支付等金融服務，形成“聚、融、通”三大服務
體系。

優化對公產品服務體系，提升實體經濟服務質效。
推進供應鏈金融業務拓展，大力支持中小企業融
資，在多個重點行業推出應收賬款買斷、經銷商融
資等創新解決方案。優化對公開戶流程，運用人
臉識別、大數據等新技術，實現本外幣賬戶“一站
開立”新功能。推廣“中銀票e貼”產品，為中小微企
業、民營企業提供線上票據貼現服務。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業務，擔當人民幣跨境流
通主渠道和服務創新引領者。2019年，集團跨境
人民幣結算量7.32萬億元，同比增長23.03%，中國
內地機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5.03萬億元，同比增長
26.01%，市場份額穩居第一。推動發揮人民幣融資
與投資貨幣功能，協助葡萄牙政府、菲律賓央行等
主權機構和知名商業機構發行熊猫債。推動發揮人
民幣計價貨幣功能，為境內交易所國際化期貨品種
提供綜合服務，支持金融要素市場發展。在第二屆
進口博覽會現場舉辦“人民幣國際化服務自貿試驗
區建設”主題論壇，在日本、匈牙利等國家舉辦了人
民幣國際化主題論壇或推介會，向世界各國推廣人
民幣的流通使用。持續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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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產品服務創新，加強交易銀行業務應用場
景建設。完善“全球現金管理平台＋”綜合產品體
系，推動重點產品實現全球一體化推廣拓展，現金
管理集團客戶實現快速增長。

獲得《環球金融》“最佳交易服務銀行”“最佳人民幣
國際化中資銀行”、《亞洲貨幣》“最佳貿易融資銀
行”“最佳跨境現金管理銀行”、《歐洲貨幣》“亞太地
區最佳現金管理銀行”等獎項，彰顯交易銀行領域
專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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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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截至2019年末，本行海外機構覆蓋全球61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5個“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是全球和“一帶一路”沿線佈局最廣的中資銀行。2019年，中國銀行孟買分行、中國銀行（盧森堡）
有限公司雅典分行、中國銀行（匈牙利）有限公司布加勒斯特分行和中國銀行布宜諾斯艾利斯分行等機構相繼
開業，“一帶一路”沿線佈局進一步完善。

穩步推進授信投放和項目拓展。截至2019年末，本行累計跟進“一帶一路”重大項目逾600個。2015年以來，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超過1,600億美元的授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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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本行“一帶一路”沿線機構辦理人民幣清算量超過4萬億元。通過發行人民幣計價的主
權債券，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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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本行具備對99種新興市場貨幣的報價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達
46種。

深度參與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資金融通分論壇期間，積極參與簽署《“一帶一路”綠色投資
原則》。在首次舉辦的“一帶一路”企業家大會上，中國銀行推薦的4個“一帶一路”標誌性項目成功完成現場簽
約。作為“一帶一路”企業家大會的對接洽談活動協辦單位，通過中小企業跨境撮合平台，累計安排近800場次
的“一對一”對接洽談。本行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納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成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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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業務

本行認真貫徹落實國家關於發展普惠金融、服務實
體經濟的政策措施，持續完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
着力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穩步提升小微企業服
務質效。

加大小微企業信貸支持力度，為普惠金融業務提供
全面政策保障和資源支持。優化完善普惠金融架
構，建立健全服務體系，推進全行普惠金融組織架
構落地，深化“五專”經營機制建設。年末，本行普
惠型小微企業貸款4余額4,12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38%，高於全行各項貸款增速；客戶數近40萬戶，
高於年初水平。全年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
均利率4.30%。小微企業貸款質量保持穩定。強化
風險管控，從體制機制、政策流程和信息系統等方
面提升合規經營水平，推動普惠金融業務高質量發
展。

積極開展中小企業跨境撮合服務，促進全球互聯互
通。2019年，本行舉辦11場跨境投資與貿易對接
會。作為進口博覽會唯一戰略合作伙伴，成功舉辦
第二屆進口博覽會供需對接會。2014年以來，本行
累計舉辦61場跨境撮合活動，服務來自全球125個
國家和地區的3萬家企業，幫助企業客戶達成貿易、
投資、技術引進等系列商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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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完善系統功能，
為客戶提供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薪酬福利計劃及
養老保障管理等系列產品，客戶滿意度持續提升。
加快養老金融業務戰略佈局，啓動銀髮場景建設，
有力支持銀髮經濟發展。年末，養老金受託資金
規模522.66億元；養老金個人賬戶管理數539.49萬
戶，比上年末增加38.30萬戶，增長7.64%；養老金
託管運營資金3,871.4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659.87
億元，增長75.05%；服務客戶超過1.6萬家。

個人金融業務

本行堅持以客戶為中心，順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
加快個人金融業務數字化轉型，推進個人金融業

4 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統計按照《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銀保監辦發
[2019]48號）執行。

務架構改革，推動個人金融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2019年，本行中國內地個人金融業務實現營業收入
1,632.45億元，同比增加100.09億元，增長6.53%。

個人存款業務

本行順應利率市場化趨勢，發揮個人金融綜合服
務優勢，加大存款產品創新力度，優化支付結算服
務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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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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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客戶體驗，
通過手機銀行、微信銀行、網上銀行等渠道全線支
持23種外幣預約取鈔服務，服務範圍覆蓋中國內地
主要城市。積極發揮外匯業務優勢，有力服務進口
博覽會等大型活動。

年末本行中國內地人民幣個人存款55,442.04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5,178.82億元，增長10.30%；外幣個人
存款折合413.97億美元，市場份額繼續居同業之首。

個人貸款業務

本行切實服務實體經濟，支持居民消費升級，穩步
推進個人貸款業務發展和轉型優化。落實國家房地
產行業調控政策要求，優先支持重點區域居民家庭
首套自住性購房需求，個人住房貸款業務持續穩健
發展。升級“中銀E貸”產品功能，持續加強社保、
公積金、稅務數據對接，融入消費場景創新產品服
務。投產“中銀E貸‧經營貸”“中銀E貸‧稅易貸”“中
銀來聚財”商戶貸等普惠貸款產品，落實好減稅降
費要求，着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
題。為中國內地個體工商戶量身打造產業鏈線上貸
款產品，入選《香港商報》和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
“2019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十大案例”。持續做好
國家助學貸款服務，開展“文化藝術進校園”“彩虹
橋”“誠信教育校園行”等資助育人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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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04.64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5,166.24億元，增長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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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

本行加快發展財富管理與私人銀行業務，推動各項
業務創新轉型，全面提升客戶服務能力。圍繞客戶
財富管理需求，構建全市場產品遴選平台，提升資
產配置能力。加大金融科技應用，研發特色智能定
投策略，提升投資產品一體化和智能化銷售能力。
打造資產配置專業化決策體系，成立中國銀行投
資策略研究中心，發佈“中銀粵港澳大灣區財富指
數”和《2020中國銀行個人金融全球資產配置白皮
書》。加強服務體系建設，優化隊伍管理機制，理財
經理、私人銀行家和投資顧問隊伍建設取得積極進
展。大力發展家族信託和全權委託業務，推動亞太
私行平台建設，全球服務能力進一步提升。

截至年末，在中國內地設立理財中心8,215家、財富
管理中心1,107家、私人銀行46家。集團私人銀行客
戶金融資產規模超過1.6萬億元。獲得《亞洲貨幣》
私人銀行業務“最佳全球合作網絡獎”，《中國基金
報》英華獎“最佳私募銷售銀行獎”，《亞洲私人銀行
家》“中國最佳私人銀行獎 — 國有銀行組”，《財富
管理》“金臻獎|最佳中國私人銀行 — 家族傳承服務
獎”，《中國經營報》“2019年度最佳跨境金融服務”
獎項以及惠裕全球家族智庫“最佳本土家族服務實
踐創新機構”獎項。

銀行卡業務

本行緊隨市場導向及客戶需求變化，以高質量發
展為主線，持續優化信用卡業務結構，有效管控業
務風險。全面實施信用卡激活率、動戶率、額度使
用率、風險調整後資本回報率(RAROC)和不良率“五
率”指標評價，資產質量保持平穩。圍繞冰雪運動、
教育、家裝領域，加強線上線下場景佈局，聚焦年
輕客群、留學客群、車主客群、跨境客群等重點客

群需求，打造富有特色的信用卡產品。作為“雙奧銀
行”全球首發Visa北京冬奧主題信用卡、銀聯冰雪主
題信用卡，服務冰雪運動及全民健身，打造“上冰
雪，找中行”市場形象。積極服務高速通行改革，便
利客戶出行消費，持續優化愛駕汽車信用卡及ETC聯
名信用卡產品，拓展ETC線上快捷申請渠道。加快推
進信用卡業務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推動信用卡渠
道線上化、電子化轉型。推出中銀數字信用卡，構
建“數字卡+”支付生態，實現獲客即活客的全鏈條
生態閉環。創新升級分期服務，推出線上“中銀E分
期”產品，優客分期業務同比增幅達70%。推廣“汽
車分期╱二手車分期＋汽車衍生分期”業務模式，
汽車分期業務量同比增長9.9%。升級數字化收單產
品功能體驗，“中銀智慧付”推出生物識別刷臉支付
產品，投產“線上收銀台”，實現線上支付受理全面
化、商戶接入便捷化、商戶受理定制化。發佈“中銀
智慧商家”APP，實現商戶服務的全流程在線無縫對
接。積極推進場景建設，在跨境、教育、體育、銀
髮、交通出行、醫療健康、政務繳費、文娛旅遊等
場景成功投產200余個項目，獨家承攬第二屆進口
博覽會、第16屆中國 — 東盟博覽會等系列國家級活
動的收單服務。以客戶體驗為中心，持續開展客戶
360度生命周期維護，提升客戶觸達效果。面向重
點客群提供組合營銷活動權益，實施情感式、互動
式宣傳，提升信用卡品牌影響力。

本行穩步推進借記卡業務發展，加大移動支付場景
化應用，持續改善提升客戶體驗。充分發揮高校服
務優勢，打造“大教育”場景，服務範圍拓展至中小
學、幼兒園、培訓機構等藍海領域。與社保機構合
作發行加載金融功能的社會保障卡，年末累計發卡
量達到1.08億張。創新推出電子社保卡、電子健康
卡等線上產品，為客戶提供“線上＋線下”“金融＋
非金融”綜合服務。大力拓展鐵路出行場景，“鐵路
e卡通”在10條線路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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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變動比率
借記卡累計卡量 56,513.13 52,574.46 7.49%

信用卡累計發卡量 12,495.01 11,065.73 12.92%

加載金融功能的社會保障卡累計卡量 10,842.11 10,187.42 6.43%

2019年 2018年 變動比率
借記卡消費交易額 71,152.78 59,410.75 19.76%

信用卡消費額 17,772.09 16,195.55 9.73%

信用卡分期交易額 3,256.06 2,791.32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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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個人金融業務數字化轉型

全面踐行數字化發展戰略，實施個人金融業務組織架構改革，推進個人金融業務前中後臺全流程數字化轉型。

堅持“科技引領”，改革組織架構。順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組建個人數字金融部，下設數字化平台中心和私人
銀行中心，全面升級個人金融業務發展模式。把握消費升級趨勢，組建消費金融部，建設全方位消費金融服務
體系。強化信用卡品牌建設，優化銀行卡中心職責，突出業務特色。推動管理機制改革，以統籌管理、整合優
化為重點，完善職能分工，增強發展合力，提高敏捷反應能力。

堅持“移動優先”，建設敏捷前臺。2019年，發佈手機銀行6.0版，在功能、體驗、場景、科技應用等方面實現300

余項優化提升。年末手機銀行客戶數達到1.81億戶，全年交易金額達到2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24%和41%。

堅持“智能優先”，建設集約中台。推進智慧賬戶，上線數字賬本“收支記錄”功能。推進“智薈”權益，上線個人
客戶權益管理系統。推進智能投顧，“中銀慧投”智能組合銷量累計達到123億元，持有客戶數超過10萬人。

堅持“自動優先”，建設高效後臺。提升數字化風控能力，建成覆蓋全面、智能高效的企業級反欺詐事中風控平
台，有效保護客戶資金安全。業內首家推廣手機銀行數字化認證工具 — 手機盾，手機轉賬更為安全便捷。提
高數據融合能力，大數據平台數據規模快速增長，數據沙箱建模能力提升，建立客戶標簽1,894項，推動實現
個人金融業務數據的自動化、可視化和移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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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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和市場利率走勢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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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支持重點戰
略和重大領域建設，穩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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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持續優化以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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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
量化交易能力與客戶綜合服務能力，推動金融市場
業務平穩較快發展。豐富外匯產品序列，結售匯市場
份額持續領跑同業，結售匯牌價貨幣對達到39對，
外匯買賣貨幣達到110種，其中新興市場貨幣99種、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46種。依托“研究 — 交易 

— 銷售”多層次服務體系，加強境外機構投資者一體
化拓展。助力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參與上海黃金交
易所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互聯互通。持續加強
個人產品創新，對私產品覆蓋“金、債、油、匯”全
類別，更好滿足個人客戶多層次資產配置需求。圍
繞實體經濟需求，為客戶提供專業的匯率、利率和
大宗商品風險對沖服務。強化線上服務能力建設，
電子渠道交易量及客戶規模實現快速增長。以合規
為核心競爭力，推進強制初始保證金合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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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3.56億元。

大力推進金融機構債券承銷業務，金融債承銷額和

市場份額連續多年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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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共和國、意大利

存款和貸款機構、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大華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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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國財政部在境

外先後完成首筆澳門地區人民幣國債、2004年後首

筆歐元國債以及連續第三年美元國債的成功發行，

共計超過100億等值美元，進一步完善了境外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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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離岸債券承銷市場份額繼續

排名第一。堅持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境內綠色債券

承銷量銀行間市場領先。積極實踐金融扶貧，成功

協助客戶發行國內首支異地幫扶扶貧票據。大力支

持民企融資，為民營企業承銷債券融資工具共計

335.88億元，進一步拓寬民企融資渠道。獲得《國

際金融評論（亞洲）》“最佳中國債券承銷商”“最佳人

民幣債券”、《亞洲金融》“最佳熊猫債交易商”“亞洲

最佳投資級債券承銷商”“最佳熊猫債券”、《亞洲貨

幣》“ABN最佳承銷機構”“Auto-ABS最佳承銷機構”、

《財資》“最佳全球債券顧問”“最佳綠色債券獎”“最

佳准主權機構債券獎”“最佳社會效應債券獎”“最佳

證券化顧問”等多個獎項，“中銀債券資本市場”品

牌影響力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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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理財業務轉型發展，完善產品線，淨值型
產品規模穩步增長。加大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圍繞
養老、綠色、普惠金融、民營經濟等國家政策導向
和市場熱點，推出多支主題理財產品。積極支持長
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區域發展，推出重點區
域特色產品。年末中國銀行及中銀理財發行的理財
產品規模達到14,277億元。

建立專業化財務顧問服務體系，強化集團統籌，充
分發揮總分行、境內外、商投行一體化聯動優勢，
為客戶提供資產剝離、跨境併購、債務重組、股權
融資、私募基金募集、項目融資等專項金融顧問
服務。穩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優化存量資產結
構，全年成功發行五期共499.85億元個人住房抵押
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和一期5.697億元不良信貸資產支
持證券。

託管業務

本行積極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堅持做寬服務、做強

產品、做實條線、做大規模，全面提升託管業務發

展質量。年末集團託管資產規模達到10.5萬億元，

同比增長8.62%。服務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敘做一

批互聯互通標誌性項目，跨境託管資產規模達到

3,530億元，繼續領跑中資同業。助力銀髮經濟發

展，實現已開標省市職業年金託管銀行全覆蓋，中

標多個重點企業年金託管項目。支持國有企業改

革，落地多個國企改革ETF基金託管項目，首募金額

總計達到220.82億元。服務資管業務轉型發展，與

多家同業客戶開展理財託管與外包業務合作。堅持

科技引領，加快託管系統建設，運營服務效能進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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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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支持北京冬奧會
和冬殘奧會籌辦，推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

發揮綜合化優勢，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切實支持冬奧場館與基礎設施建設，為首鋼滑雪大跳臺、延慶賽區場館
和崇禮“三場一村”等冬奧核心項目提供授信支持。為北京冬奧組委、官方合作伙伴、贊助商和特許商等提供
包括賬戶管理、結算匯兌、匯率咨詢、保函在內的專屬金融服務。

加強金融科技創新，打造“科技冬奧”亮點。落實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北京冬奧會支付環境建設工作要求，加快
創新高科技、智能化金融產品，優化境內外參賽人員、觀賽人員及遊客的支付體驗，力爭實現金融服務與“科
技冬奧”的有機結合。

發揮合作伙伴帶頭作用，推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2019年發行全球首張北京冬奧會主題信用卡、借記卡，
通過豐富的權益回報為冰雪愛好者和社會公眾參與冰雪運動提供支持。舉辦奧林匹克日、“北京冬奧會倒計時
1000天”等主題活動，支持全國第十四屆冬季運動會、“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事等國內國際高水平冬季體
育賽事，積極宣傳北京冬奧會，切實支持冰雪運動普及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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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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村鎮銀行機構佈局，支持縣域金融發展。在順
利完成收購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持有的村
鎮銀行股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業務規模，更好
服務於中西部地區，更好支持縣域實體經濟發展。

2019年末，在全國22個省（直轄市）共控股125家
村鎮銀行，下設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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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在雄安新
區籌建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持續完善產品服務
體系，客戶數量和業務規模進一步增長。2019年
末，注冊資本75.24億元，資產總額658.03億元，淨
資產108.81億元。存款余額415.88億元，比上年末
增長6.80%。貸款總額444.67億元，比上年末增長
13.27%。不良貸款率1.68%，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254.01%。全年實現淨利潤8.40億元。

海外商業銀行業務

2019年，本行繼續完善海外機構佈局，持續推進海
內外一體化發展，積極深化“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
建設，全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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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2.35億美
元、3,899.56億美元。2019年，實現利潤總額88.79

億美元，對集團利潤總額的貢獻度為24.42%。

機構網絡佈局方面，本行緊跟全球客戶金融服務需
求，加快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機構佈局，進一
步完善全球服務網絡。2019年末，本行共擁有557

家海外分支機構，覆蓋全球61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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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持續優化海外客戶服務網
絡建設，在逾30個國家和地區實現業務覆蓋。大力
推進業務創新，積極服務客戶金融與非金融需求，
為境外商旅、留學、外派人員及本地客戶提供賬
戶、結算、借記卡、手機銀行等各類服務。深入推
動跨境場景建設工作，豐富跨境產品和服務體系，
首推粵港澳大灣區“開戶易”產品，協助香港居民見
證開立境內賬戶，跨境服務品質和市場影響力持續
提升。推出澳門“跨境錢包”支付業務，成為中國內
地首家開展跨境賬戶條碼支付業務的銀行和首家通
過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渠道實現跨境
錢包清算服務的中資銀行。加快信用卡跨境客戶場
景融合，持續豐富“精彩系列”信用卡跨境營銷活動
內涵，提升跨境支付特色品牌影響力，致力於為跨
境客戶提供優惠、便捷、高品質的跨境用卡服務。
拓展境外發卡和收單業務，研發澳門萬事達信用卡
等新產品，投產“中銀智慧付”海外版，並在金邊分
行順利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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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
倫敦清算所首家中資銀行中央清算會員。持續增強
境外拓客能力和專業服務能力，匯率、利率、大宗
商品三大產品線均保持快速增長，產品結構持續優
化，業務規模和盈利能力不斷提升。加快構建全球
託管服務網絡，全力做好“走出去”和“引進來”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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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境託管服務。搶抓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遇，做
好跨境存託等創新業務營銷。在國際市場上成功發
行第五期“一帶一路”主題債券，總量折合約38億美
元。成功發行第六期綠色債券，總量折合約10億美
元，其中美元品種為亞太地區商業機構首筆擔保隔
夜融資利率(SOFR)基準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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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人民幣清算行開業並正式對外開展服務，獲任菲
律賓人民幣清算行。在全球27家人民幣清算行中佔
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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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萬億元，同比增長近12%，繼續保持全
球第一。

電子渠道服務方面，本行持續拓展海外渠道覆蓋範
圍，提升全球化網絡金融服務能力。依托海內外一
體化網絡金融服務平台，進一步豐富海外企業網上
銀行與海外銀企對接渠道服務功能，保持全球資金

管理服務優勢。年末海外企業網上銀行覆蓋46個國
家和地區，支持14種語言。海外手機銀行覆蓋27個
國家和地區，支持10種語言，涵蓋13大類、60余項
服務。

中銀香港

2019年，中銀香港緊緊圍繞“建設一流的全功能國
際化區域性銀行”戰略目標，堅持“以客戶為中心”，
積極應對市場環境變化，緊抓業務機遇，扎實推進
各項重點工作，主要財務指標保持穩健良好。以客
戶為中心，持續深耕香港本地市場，加快推進轉型
創新。積極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打造一體化業
務體系，鞏固大灣區主要業務市場領先地位。深化
東南亞機構整合，提升區域協同效益和發展質量。
加快數字化發展和創新驅動，提升金融科技於產品
及服務的應用。深化銀行文化建設，確保均衡、可
持續發展。年末已發行股本528.64億港元；資產總
額30,260.56億港元，淨資產3,074.92億港元。全年
實現淨利潤340.7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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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香港核心市場，主要業務保持領先。客戶存貸
款增幅高於市場水平，資產負債結構持續優化，資
產質量優於當地同業。着力優化業務結構，提升區
域化和綜合化服務能力，完成多筆大型銀團貸款和
發債項目，連續15年保持香港 — 澳門銀團貸款市
場最大安排行地位。配合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措
施，提升對香港工商客戶的服務水平，舒緩中小企
業經營壓力。深化與政府和機構客戶的業務往來，
推進資金池、財資中心、現金管理、貿易金融等重
點業務。加強場景化應用和在線服務能力建設，推
動金融基建及電子渠道建設。構建支付生態圈，強
化BoC Pay及BoC Bill等支付系統的產品功能及應用
場景，市場滲透持續提升。貼合個人客戶差異化需
求，以專屬、全方位服務對接中高端客戶，客戶結
構和總量持續改善。加快金融科技創新，推動產品
服務數字化升級和場景建設，更好地滿足民生金融
需求。

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做強跨境特色服務。積極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自貿區及雄安新區建設，提供“融
資”和“融智”支持。緊密聯動集團內分支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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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體化的營銷和服務體系。以客
戶、項目及產品為抓手，聚焦重點業務領域，全力
落實具體產品和服務，進一步增強跨境金融服務能
力。滿足粵港澳三地居民開戶、支付、理財和融資
等金融服務需求，首推“大灣區開戶易”服務，為香
港居民提供見證開立內地銀行賬戶服務。推出“大
灣區服務通”，促進三地個人客戶理財品牌互認，
跨境客戶數量取得較好增長。

推進東南亞業務發展，提升區域協同效益。隨着中
國銀行萬象分行完成交割，中銀香港東南亞業務已
覆蓋8個國家。穩步推進區域化管理模式，加強對
東南亞機構的配套支持，實施差異化發展策略。加
強與東南亞機構協同營銷，持續豐富產品和服務組
合，開拓當地主流市場，成功拓展區內重大客戶，
客戶基礎和業務規模持續擴大。中國銀行（泰國）股
份有限公司協助一家當地資產管理公司成功申請成
為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馬來西亞中國銀行

推出“中銀理財”服務，中銀香港胡志明市分行成功
辦理越南首筆非邊境地區跨境貿易人民幣委託結算
業務，中國銀行馬尼拉分行獲委任為菲律賓人民幣
清算行。中銀香港雅加達分行在印度尼西亞銀行業
中綜合經營總排名第五，外資銀行分行排名第一，
獲年度“最佳外資銀行”稱號，並成為當地第一家銷
售人民幣保險產品的銀行。全面提升東南亞機構的
信貸風險、合規內控和防洗錢管理，確保東南亞機
構遵循監管要求。

加快數字化轉型，推進金融科技創新。緊跟市場發
展趨勢及需求變化，在金融產品、服務流程、運營
管理、風險控制等領域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
塊鏈、生物識別、開放API、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等
創新金融科技，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和客戶體驗。推
進新型支付方式，拓展多元化的小額高頻場景。逐
步利用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技術處理中後臺操作性工
序，提升運營效率，減低操作風險。推出環球交易
銀行平台、新一代智能手機銀行及智能客服平台，
打造綜合金融移動門戶。加速分行智能化發展，優
化客戶服務流程。支持創新驅動的策略研究，進一
步豐富金融科技的場景應用，加速創新步伐。中銀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京東新程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及JSH Virtual 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共同出資成
立虛擬銀行合資公司Livi VB Limited，並成功獲得香
港金融管理局頒發的銀行牌照，將以創新科技為客
戶提供獨特銀行服務體驗。

獲得《亞洲銀行家》“香港區最佳零售銀行”“香港最
佳現金管理銀行大獎”“香港最佳交易銀行大獎”、
《亞洲貨幣》“香港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銀行”、《亞洲
銀行及財金》“香港最佳本地外匯銀行”“香港最佳本
地貿易融資銀行”“香港最佳本地現金管理銀行”“香
港區最佳流動銀行項目大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最佳貨幣掉期會員獎”“對外開放貢獻獎”、上海黃
金交易所“優秀國際會員”、香港交易所“固定收益
和貨幣市場重要合作伙伴”。獲得香港中小型企業總
商會頒發的“2019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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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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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務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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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基礎上，協助籌備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為進口博覽會戰略合作伙伴。

深入參與招展招商。自首屆進口博覽會閉幕起，本行充分發揮全球機構網絡優勢，在海外12個國家或地區舉
辦招展推介會，以“境外招商承接單位”身份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辦招商推介活動，力邀境外展商、採購商
來華洽談交易。以“境內招商路演全程支持單位”身份，支持進口博覽局及各地商務主管機構在全國21個城市
舉辦招商路演推介活動，邀請數千家境內企業參與進口博覽會。

全力促成供需對接。再次承辦“展商客商供需對接會”，吸引來自103個國家和地區的4,625家中外企業參會，達
成成交意向2,160項，與首屆供需對接會相比，展商數增長16%，客商數增長32%，成交意向數增長72%，全
新升級的“中銀跨境撮合系統(GMS)”為客戶需求智能匹配、自動排桌，洽談成果實時發佈。

成功舉辦主題活動。參與虹橋國際經濟論壇中的“數字化時代與電子商務創新發展”分論壇，主辦“人民幣國際
化服務自貿試驗區建設論壇”，為中外經貿交流與合作積極貢獻力量。

提供全面金融服務。優化升級現場服務，採用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金融科技新技術，引入“中行刷臉
付”新渠道，打造智能網點，為參展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便捷、在線的數字化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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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營平台

本行把握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推動綜
合化高質量發展，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滿足客戶多
元需求，堅持突出主業、嚴守合規經營底線，堅持
集團整體協同，提升金融服務的適應性、競爭力、
普惠性。2019年，綜合化發展穩中有進，重點領域
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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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39億港元，淨資產195.85億港元。全年實現淨
利潤14.79億港元。

中銀國際控股持續提升全球跨境綜合服務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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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拓展東南亞市場。股
票承銷和財務顧問業務穩健發展，協助中資企業“走
出去”的同時，幫助外國企業引入中國資本、拓展中
國市場。2019年作為在全球公開招標中唯一入選的
中資投行，參與全球最大IPO沙特阿美上市項目，國
際影響力持續提升。

關注內地與香港跨境業務合作。推進國內大宗商品
期貨市場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
心國際化原油期貨產品的場外交易服務。率先推出
“中銀國際粵港澳大灣區龍頭指數”。持續優化私人
銀行服務和系統平台，提供全方位綜合財富管理方
案及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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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中國
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基金互認安排。

秉持精細化管理理念，積極推進金融科技與產品創
新。推出以APP客戶端為核心的新一代證券銷售交易
平台，應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深入開展交叉
銷售，提升用戶體驗。豐富牛熊證產品，證券銷售
和衍生產品業務在香港股票及認股證市場排名靠前。

獲得知名財經機構頒發的“亞洲年度最佳石油交易
商”“亞洲年度最佳大宗商品研究機構”“全球最佳債

券顧問（中國區）”“2019年中國卓越公司金融及投資
銀行獎最佳跨境債務融資業務獎”“2019年最佳債券
資本市場團隊（香港中資金融機構）”和“最佳金融科
技投資機構”等獎項。

中銀證券

中銀證券在中國內地經營證券相關業務。年末中銀
證券注冊資本25.00億元；資產總額483.12億元，淨
資產127.38億元。全年實現淨利潤8.00億元。

中銀證券面向個人客戶推進財富管理轉型，面向機
構客戶推進交易生態圈管理轉型，努力實現爭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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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紀業務向財富管理轉
型，推動資管業務向主動管理轉型，推動分支機構
向全功能轉型，客戶服務能力穩步增強。2019年股
票、債券主承銷規模分別位列行業第6名、第10名，
受託管理資產規模和淨收入分別位列行業第5名、
第12名，市場影響力持續提升。

獲得《證券時報》“全能投行君鼎獎”“銀行間債券投
行君鼎獎”“債券項目君鼎獎”“港股通經紀商君鼎
獎”、《國際金融報》“國際先鋒投資銀行”“債券承銷
先鋒投行”、《中國基金報》“最佳固收類券商資管”
英華獎、《中國證券報》“金牛成長證券公司”“2019

最佳行業分析團隊”等獎項。

2020年2月26日，中銀證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
成功上市，受到投資者的廣泛認可。本行通過全資
子公司中銀國際控股間接持有中銀證券股份。本行
將充分發揮品牌價值和協同效應，支持中銀證券打
造成為一流投資銀行。

（欲進一步瞭解中銀證券的經營業績及相關情況，請閱讀同

期中銀證券業績報告。）

資產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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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9億元，
淨資產37.03億元。全年實現淨利潤8.6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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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基金穩步拓展資產管理業務，盈利水平保持
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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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億元。其中，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
模3,818億元，非貨幣理財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
2,528億元。

榮獲《中國證券報》“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上
海證券報》“金基金‧TOP公司獎”、《證券時報》“中
國基金業明星基金獎”等權威獎項，旗下基金屢獲
殊榮。

中銀理財

本行通過中銀理財在中國內地經營公募理財產品
和私募理財產品發行、理財顧問和咨詢服務等資產
管理相關業務。中銀理財於2019年7月4日正式掛
牌成立並開業，為本行全資子公司。年末注冊資本
100.00億元；資產總額102.33億元，淨資產101.75

億元。

中銀理財加快完善治理體系，搭建風控設施，建設
員工隊伍，各項經營穩健起步。與東方匯理資產管
理公司合作的首家中外合資理財公司獲批籌建，進
一步豐富市場主體和業務產品。年末公司發行的理
財規模達到744.92億元。

榮獲“2019東方財富風雲榜”評選的“2019年度最佳
銀行理財子公司”獎項。

保險業務

中銀集團保險

本行通過中銀集團保險在中國香港經營一般保險業
務。年末中銀集團保險已發行股本37.49億港元；資
產總額91.30億港元，淨資產41.25億港元。全年實
現毛保費收入26.42億港元，淨利潤0.28億港元。毛
保費收入繼續在香港地區一般保險市場位居前列。

中銀集團保險做深香港市場，築牢發展根基，適時
調整香港本地市場產品結構，加強旅遊險等產品
的推廣。做精內地業務，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面向灣區內客戶推出多個專屬適用產品。做好
海外服務，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協同中銀香港萬
象分行、金邊分行為部分重點項目提供保障。

中銀人壽

本行通過中銀人壽在中國香港經營人壽保險業務。
年末中銀人壽已發行股本35.38億港元；資產總額
1,531.16億港元，淨資產100.95億港元。全年實現
淨利潤6.83億港元。在香港人壽保險市場保持前列
位置，人民幣保險業務持續領先同業。

中銀人壽持續推進產品服務創新，成為首批推廣可
扣稅自願醫保及合資格延期年金計劃的保險公司，
為不同客戶群提供多樣化產品選擇。推出“盛世傳承
萬用壽險計劃II”及“耀鑽萬用壽險計劃”，強化對高
端客戶的服務配套，提升新業務價值及長期盈利能
力。首次通過手機銀行及網上銀行推出“目標三年
網上儲蓄保險計劃”，安裝“自助壽險服務櫃位”，
並通過手機銀行推出“守護十年網上保險計劃”，為
客戶提供多元化選擇。在客服中心設置“全天候數
碼銷售助手”，在微信官方公眾號增設綁定保單及
接收保單信息，促進服務便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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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9

億元，淨資產42.34億元。全年實現保費收入66.87

億元，淨利潤2.42億元。

中銀保險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支持普惠金融發展，
服務中小企業1.36萬戶。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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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海關通關便利改革，服務國際貿易“單一窗
口”，實現關稅保證保險、貨物運輸保險全流程上
線。支持區域發展戰略，為港珠澳大橋、珠江三角
洲水資源配置工程提供專業保險服務。主動擔當社
會責任，關注社會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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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經營資質。

連續13個季度風險綜合評級（分類監管）評價為A，
連續6年保持標準普爾A-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
獲得2019年度和訊網財經風雲榜“年度成長力保險
公司”、領航中國“傑出財產保險公司”。關稅保證
保險產品獲亞洲金融協會與中國金融出版社2019年
“金融服務全球產業鏈優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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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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億元，淨資產15.32億元。全年實現規模保
費93.85億元，淨利潤0.55億元。

中銀三星人壽持續加大集團交叉銷售力度，全年總
規模保費同比增長30%，高於行業平均增速。堅持
回歸保險本源，大力發展長期儲蓄和保障類業務，
高價值期交新單規模保費同比增長120%。山東分公
司、陝西分公司和石家莊中心支公司等8家分支機
構相繼開業，機構佈局明顯加快。強化科技賦能，
在本行手機銀行開通專區並上線產品20款，成功投
產“E行銷”移動展業平台，運用客戶畫像技術進行精
准營銷取得積極成效。聚焦客戶需求，發力保障型
產品創新，優化客戶體驗，開通微信線上服務功能
36項，重視和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通過本行手機
銀行普及保險知識。

獲得中國銀保信發佈的年度保險公司服務評價A評
級。榮獲新華網“社會責任傑出企業”、《每日經濟
新聞》“年度卓越人壽保險公司”、《證券日報》“財富
管理卓越獎”等獎項。

直接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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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機會投資等。年末
中銀集團投資已發行股本340.52億港元；資產總額
1,249.76億港元，淨資產641.06億港元。全年實現
淨利潤46.34億港元。

中銀集團投資堅持一體化、基金化、數字化發展方
向。積極踐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拓寬投貸聯動渠
道，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發起設立“上海長三角中銀
資本股權投資基金”，目標總規模300億元人民幣，
首期50億元人民幣。適應消費行業新趨勢，推動冰
雪產業和養老產業發展。聚焦人工智能、物流、醫
藥醫療等新行業、新業態，投資了一批具有市場影
響力的項目，獲評“2019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50強”及“2019年中國國資投資機構50強”。持續增
強市場化融資能力，成功發行6億美元高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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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13億元，淨資產103.88億元。全年實現淨
利潤3.2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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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落地市場化債轉股業務1,188

億元，對50個項目派出40名董事和16名監事，參
與轉股企業公司治理。建立民營企業“正面引導清
單”，通過增資還債、收債轉股等模式支持多家行業
龍頭或具有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多渠道募集社會
資金，成功發行100億元金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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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4億美元，淨資產45.81億美
元。全年實現淨利潤7.02億美元。

中銀航空租賃致力於可持續增長，持續實施積極經
營策略，穩步拓展飛機租賃市場。大力拓展“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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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公司飛機總數的68%。圍繞客戶需求，持續增加自
有機隊，全年共接收飛機54架（包括12架由客戶在
交機時購買的飛機），並全部簽訂長期租約。全年
為未來交付的飛機簽署租約87個，新增客戶8名。
公司堅持優化資產結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全
年出售28架自有飛機和2架代管飛機。截至年末，
機隊規模達到523架（含自有、代管和訂單飛機），
自有機隊的平均機齡為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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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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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集團內部聯動與協同，促進綜合經營整體功能發揮

本行圍繞客戶需求，致力於打通商業銀行內部、商業銀行與綜合經營公司的業務邊界，構建功能齊全、協同順
暢、競爭有力的綜合服務體系，提高綜合經營水平，推動提升集團市場價值。

強化頂層設計。完善綜合化經營協調機制，制定一批綜合經營統籌管控政策，推動一批具有市場影響力的項
目，開發一批集團內跨機構協同案例，培養一批金融複合型人才。梳理優化集團股權架構，制定集團股權清理
計劃，積極、堅決退出一批無存續必要的公司，縮減集團股權層級。

完善深層機制。多措並舉增強業務協同能力。建立科創板項目聯動營銷機制，中銀證券成為科創板
“中國通號”IPO項目的聯合主承銷商，中銀資產參與戰略配售。系統梳理集團綜合化重點產品和優秀協同案例，
指導分支機構全方位服務客戶多元化需求，有效提升集團金融創新和服務整合能力。

營造圈層生態。緊緊圍繞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國家重點區域戰略，推動綜合經營重心下沉、重點
突破。加強“投、貸、債、股、險、租”等多方聯動，優化銀政企創新合作模式，梯次推進打造全球化綜合化協
同聯動標杆。在上海率先設立總規模300億元的中銀資本長三角基金，並首家獲得銀保監會批复籌建中外合資
理財公司。在蘇州市設立中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中銀集團投資代表處和中銀資產債轉股基金，打造
全球化、綜合化、數字化、場景化金融服務的試驗田和示範區。

鼓勵基層探索。建立綜合經營區域聯席會機制，整合商業銀行與綜合經營公司的客戶及業務資源，立足區域，
協同發展。完善綜合經營相關的榮譽激勵體系，促進向基層機構和員工的傳導，增強條線聯動意識，提升業務
協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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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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渠道

積極把握銀行數字化發展趨勢，貫徹“移動優先”策略，大力拓展線上渠道，持續迭代升級手機銀行，推動線
上業務快速增長。2019年，本行電子渠道對網點業務的替代率達到93.93%，電子渠道交易金額達到243.77

萬億元，同比增長9.05%。其中，手機銀行交易金額達到28.28萬億元，同比增長4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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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長率
企業網銀客戶數 461.63 389.05 18.66%

個人網銀客戶數 18,230.62 16,623.61 9.67%

手機銀行客戶數 18,082.26 14,531.18 24.44%

電話銀行客戶數 11,274.03 11,376.78 (0.90%)

單位：億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9年 2018年 增長率
企業網銀交易金額 2,043,340.71 1,900,071.23 7.54%

個人電子銀行交易金額 363,668.25 300,761.52 20.92%

手機銀行交易金額 282,785.69 200,311.65 41.17%

面向公司金融客戶，加快打造集團綜合金融移動門戶。契合中小企業移動金融便利性需求，從優化基礎服
務、豐富特色服務、拓展新場景三方面入手，分層、分步推進實施，在覆蓋移動對賬、轉賬匯款、在線預約
開戶等企業客戶高頻交易服務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出外幣結匯、國結單證、保函查詢及提醒等特色優
勢服務，滿足企業更多移動端需求，提升客戶體驗。加強金融科技賦能，推動場景融合，打造明星產品。
持續豐富服務模式，增加T＋1鎖匯功能，與多家頭部支付機構達成跨境業務合作意向。優化企業網銀開通
流程、推出櫃檯一點簽約功能，有效提升企業網銀開通效率。

面向個人金融客戶，推動手機銀行由交易平台向綜合服務平台轉型。持續優化手機銀行功能體驗，涵蓋千
人千面推薦、語音快速轉賬、個人經營貸款、智能外鈔識別等200多項數字化金融服務，為客戶提供銀行理
財、代銷基金、債券、保險、貴金屬、外匯等全類型投資理財產品。持續豐富手機銀行非金融服務，首推
原創資訊平台“中銀頭條”，通過“中銀直播間”提供優質內容服務。加強科技賦能，深化場景融合，推動開
放銀行標準化嵌出，加快推進賬戶、外匯、貴金屬等產品服務融入互聯網場景。持續優化微信銀行、網上
銀行、電話銀行和短信銀行服務功能。結合新一代客服系統，提升智能化客戶服務能力，客戶體驗進一步
改善。

2019年，本行獲得《亞洲銀行家》“中國最佳區塊鏈項目（金融機構）”，獲得中國計算機用戶協會金融互聯網
分會頒發的“最佳移動銀行獎”、中國金融認證中心“最佳金融科技創新應用獎”“最佳手機銀行”和中國金融
創新獎“十佳手機銀行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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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渠道

依托5G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建設5G智能＋系列品牌網點。在北京推出“中國銀行5G智能
＋生活館”，以“金融融入生活”為核心理念，打造新金融、新零售和新生活的跨界綜合金融業態。在天津推
出“中國銀行5G智能＋民生館”，以“金融服務民生”為主題，落地多個民生場景，回歸金融本源，更好地服
務實體經濟、惠及百姓生活。

全面推進以智能櫃檯為核心的網點轉型，提升網點價值創造能力。2019年，智能櫃檯累計完成18次迭代升
級，進一步完善線下智能化服務體系，成為網點拓客和服務主渠道。全面部署移動版智能櫃檯，實現中國
內地管轄行層級全覆蓋，助推網點走出廳堂、融入場景，主動獲客，有效拓展服務半徑。全面推廣移動對
公開戶，依托渠道創新與流程優化，實現銀行上門“一站式”開立對公賬戶並簽約產品，有效縮短業務辦理
時長，提升客戶服務水平。全面投放現金版智能櫃檯，為客戶提供大金額、多票面、豐富介質的智能現金
服務。業內首家推出O2O新型實物交付模式，以外幣為突破口，實現客戶線上預約下單，線下智能化領取
外幣封包，進一步貫通線上與線下，凸顯外幣業務優勢。在天津分行試點推出社保即時發卡服務，實現從
申請、制卡、開卡到激活社保功能的“端到端”服務。探索個人業務“無卡化”，引入手機銀行掃碼機制，實
現線上線下認證互信，打造無介質、無人工審核的“無感服務”體驗。

優化網點效能評價體系，持續深化網點分類管理，積極引導各類網點效能提升。圍繞重點業務領域，加快
特色網點建設，提升網點差異化服務水平。完善網點運營管理機制，優化基層人員崗位權限配置，改進網
點營銷服務手段，加強網點業務風險管理，全面提升業務發展綜合效能。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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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2家，中國內
地非商業銀行機構總數490家，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其他國家機構557家。

單位：台（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長率
ATM 37,331 41,723 (10.53%)

智能櫃檯 30,425 26,044 16.82%

自助終端 1,875 17,627 (89.36%)

信息科技建設

本行堅持科技引領、創新驅動，持續推動全行數字化轉型，加快打造場景生態豐富、線上線下協同、用戶
體驗極致、產品創新靈活、運營管理高效、風險控制智能的數字化銀行。2019年，本行信息科技投入116.54

億元，同比增長15.15%。

金融科技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新成效。成立中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探索建立科技賦
能提升業務競爭力的新機制，共同推動集團科技戰略的實施落地。落地聯創機制和客戶經理派駐制，進一
步深化業務科技融合，加大總分行服務力度。成立多個聯合實驗室，與知名企業、知名高校簽訂戰略合作
協議，實現在新技術研究應用、場景生態建設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推進雄安新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
創新研發基地建設，持續開展新技術基礎性研究，積極推動5G、物聯網、區塊鏈、虛擬現實等新技術的應
用場景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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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基礎設施工程建設取得新進展。推進新一代多
地多中心基礎設施佈局，完成雲平台搭建，建立敏捷
高效的雲服務模式，支持分支機構及綜合經營公司
基礎設施部署轉型。深化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
三大新技術平台建設，加快應用向雲端遷移，形成
基於雲計算的企業級開發測試運維一體化模式。投
產上線大數據平台，推動從數據分析到價值創造，
有效支撐系列重點項目實施。全面推廣企業級人工
智能平台“中銀大腦”。完成下一代骨幹網總行核心
節點建設和7家試點分行上線，實現IPV6（互聯網協議
第六版）接入試點，全面提升網絡服務能力。

重點業務領域數字化轉型取得新突破。基本建成數
字化渠道運營體系和數字化風控體系，全面鋪開交
易銀行等數字化產品建設。業內首家推出手機銀行
綜合金融服務專區，投產智能化環球交易銀行平台
（iGTB平台）一期，推出智能櫃檯移動對公、外幣智
取通、海外版等版本，完成“中銀企E貸”產品功能
建設。深度應用數字化技術並取得良好效果，業內

首發區塊鏈發債項目，推出銀行業首家全功能無人
網點“中國銀行5G智能＋生活館”。投產新一代智能
客服、分佈式影像平台、新聰明購商城等分佈式應
用，投產手機銀行智慧營銷、風險數據分析加工、
智能化審計平台等數據類應用。全面開展場景生態
建設，採用整合場景、融入場景、自建場景三大策
略，積極開展新技術的金融場景試點運用。整合行
內外優勢資源，加快跨境、教育、體育、銀髮四個
戰略級場景建設。

支持全球化綜合化發展凸顯新亮點。優化海外新設
機構的信息系統建設流程，有力支持全球化和區域
化經營佈局。完成海外輕量級核心系統在中銀香港
雅加達分行投產，該系統具備高可用、可伸縮、易
擴展特性，獲“2019年度金融科技產品創新突出貢
獻獎”。手機銀行、智能櫃檯、智能客服等系列成熟
優秀產品服務範圍進一步延伸至海外，全球化服務
能力顯著提升。制定《集團綜合經營公司科技發展
規劃》，建立覆蓋全部綜合經營公司的管理信息系
統，集團綜合化發展的基礎進一步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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