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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免责声明

本演示稿及后续讨论可能包含涉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通常使用

“相信”“预计”“预期”“估计”“计划”“预测”“目标”“可能”“将”等前瞻

性术语来表述。阁下不应过分依赖该等仅适用于本演示稿发表日的前瞻性陈述。这些前

瞻性陈述的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信息和我们认为可靠的其他来源的信息。该等前瞻性陈述

与日后事件或本行日后财务、业务或其他表现有关，并受若干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出现

重大差异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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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3%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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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质效持续提升

净息差

拨备覆盖率

成本收入比

资本充足率
注： 成本收入比根据中国内地监管口径计算

升 3.6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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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22个百分点

2020年6月末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0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82%

资本充足率 15.42%

加强资本管理

提高资本内生能力，强调资
本约束和价值创造理念

加大资本补充力度，上半年
成功发行400亿元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和28.2亿美元境外
优先股

1H2019 2019 1H2020 较2019年

生息资产平均利率 3.69% 3.65% 3.47% 降18bps

付息负债平均利率 1.98% 1.93% 1.77% 降16bps

净息差 1.83% 1.84% 1.82% 降2bps

182.86%
186.46%

2019 1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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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基本稳定
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

强化信贷资产质量管理

主要行业资产质量情况

6

持续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加
大“两新一重”领域支持力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监控预警，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加快提升“机
控”“智控”水平，开展大数据监控预警

努力推进不良资产清收化解，加大不良化解力度，积极
探索不良清收与“互联网+”结合的创新方式

2020年6月末
减值贷款率

较2019年末
变化

境内公司贷款 2.38% -0.05 ppt

其中： 商业及服务业 3.28% -0.27 ppt

制造业 5.19% 0.55 ppt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8% 0.35 ppt

房地产业 0.41% -0.12 ppt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39% -1.85 ppts

境内个人贷款 0.69% 0.06 ppt

其中： 住房抵押 0.34% 0.05 ppt

信用卡 2.57% 0.35 ppt

境内贷款合计 1.65% —

1.37% 1.42%

2.22%
1.94%

1.25% 1.36%

2019 1H2020
不良贷款率 关注类贷款率 逾期贷款率



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以金融力量服务回报社会

英国《银行家》“全球1000家大银行”

排名第4位

助力扶贫攻坚
持续定点帮扶4个国定贫困县和近千个贫困村，投入和引进无
偿帮扶资金近1.68亿元，支持各类扶贫项目1,500余个。加大
消费扶贫力度，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超1.4亿元

绿色金融
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和绿色债券承销力度，加快绿色金融
产品创新。在国有大行中首家出资认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进博会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及银行类综合服
务支持企业，举办第三届进博会多场“云招商”线上推介会
和境内招商路演，发布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广交会

作为第127届广交会战略合作伙伴，成功邀约数千家海外客
户。推出“广交中银惠贷”专属综合授信方案，展会期间累
计为346家展商投放贷款数十亿元，为6,067家展商办理国际
结算业务合计191亿元

三大国际评级公司各项评级保持

中资可比同业最高水平

7
《亚洲货币》年度最佳交易银行、
最佳贸易融资银行

连续31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

2020年排名较上年上升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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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扎实有序、金融服务精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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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担当

携手互助 共抗疫情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政策传导落地

•今年前6个月累计向货币市场融出资金超过15.7万
亿元，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上半年境内人民币贷款新增
6,41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1%。对政策名单内客
户简化信贷申请流程，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用于疫情
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多措并举支持复工复产

•防疫企业。上半年，累计向854家全国性重点防疫企业新发放优惠贷款210.7亿元；向484家

地方性名单内企业新发放优惠贷款110.7亿元；向各类防疫企业新发放抗疫类贷款632.3亿元

，及时满足抗疫企业金融需求。承销发行国内首笔AAA评级民企疫情防控中期票据、国内首

笔疫情防控主题熊猫债，积极利用债券资本市场为防疫企业募集资金

•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迅速上线“战疫贷”“疫情防控•快易贷”“抗疫贷”等一系列应

急贷款产品，保障全天候信贷供给，支持客户复工复产所需的租金支付、原料采购用款需求

等，并提供业务快速申请通道

•制造业。境内制造业贷款余额约1.34万亿元。加大供应链金融产品推广力度，促进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复工复产

•贸易企业。为进出口企业提供7×24小时免费在线税费支付服务，将融资支持更紧密地嵌入

通关流程，为疫情防控、能源供应等重点领域万余家企业提供通关即时保障。运用贸易便利

化试点资格，帮助企业享受进出口贸易简化单据审核等便利措施，促进贸易活动高效运转

全方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帮助企业开展债券融资。上半年境内债券承销金额
超过8,000亿元，承销疫情防控债共计338.5亿元

•助力全球供应链稳定。推出13条“稳外贸”精准措
施，上半年境内机构累计投放进出口贸易融资超过
2,000亿元。为外贸企业提供出口信保融资、“政
府+银行+保险”创新融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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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战略取得新成效

金融报国

重大战略 重点领域

积极助力
普惠金融

强化服务
民营企业

支持重点
区域发展

支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积极布局
新基建

支持基础设施
补短板

深化金融
扶贫

积极发展
绿色金融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77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7.98%

•年初以来发放贷款1.15万亿元，
占发放对公贷款的38.81%，比上
年提升2.03个百分点

•境内制造业贷款持续增长。
中长期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
长14.09%，高端技术制造
业贷款增长8.31%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5,254亿元，同比增长39%，
比上年末增长27%，高于全行
各项贷款增速

•上半年累计发放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年化利率4.04%，
较去年下降26个基点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
湾区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8.91%，支持核心城市圈、
城市群更好发挥经济发展
“引擎”作用

•制定新基建工作指引，持续开
展政策解读，根据各级地方政
府制定的“新基建” 重点项
目开展源头营销，做好项目梳
理与储备工作，储备新基建项
目480个

•加强交通行业重大项目储备，已
跟进重点项目共462个

•制定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业务拓
展计划

•扶贫贷款余额1,342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68.95亿元

•累计投放助学贷款超过242
亿元，帮助180万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绿色信贷余额8,184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523亿元，增
速6.83%

围绕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投放



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新活力

谋长远 强基础 促转型 稳增长 抓重点 做强项 优配套 激活力

• 企业级架构建设稳步

推进

• 智慧运营和网点转型

取得良好开局

• 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加

快推进

• 有序推进公司授信管

理体制改革

• 持续深化个人金融业

务数字化转型

• 加快推进对公客户服

务模式转型

• 场景生态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

• 加快境内重点区域战

略布局

• 完善全球化发展、综

合化经营布局

• 中银大学正式成立

•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持

续推进

• 重检改善绩效考核

• 企业文化建设取得实

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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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改革

全面发力 多点突破 17个全面深化改革项目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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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业务发展涌现新动能

支持实体

夯实基础 巩固优势 有效下沉客户服务重心 打造客户拓展和业务发展突破口

个人金融业务 公司金融业务 金融市场业务

贡献度持续提升。个人金融业务营业收
入、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贡献度持续
提升

客户基础逆势突破。有效客户数突破3亿
户，全量金融资产突破8万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7.34%

市场份额上升。住房贷款、外币个人存
款、对私基金代销、保险代销、快捷支付
等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客户基础加强。对公客户数量持续稳步
增长，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数增长
6.12%

市场份额上升。本外币公司日均存款市
场份额提升，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结
算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业务基础巩固。环球交易银行平台、全
球客户服务平台建设有序推进

保持业务优势。境外机构投资者客群
进一步扩大，债券交易量同比上升
119%。深度参与全面推开H股“全流
通”工作。结售汇、人民币外汇衍生品、
银行间外汇做市、熊猫债和中国离岸债
券承销保持领先
市场份额提升。表外理财市场份额提
升。托管规模四大行市场份额较上年末
提升0.52个百分点，跨境托管规模达到
4,556亿元人民币，继续领跑中资同业



特色优势领域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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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机构覆盖61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规模
和贡献度居中资同业之首

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数量保有“半壁江山”，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清算量保持全球领先

境外机构区域整合及区域总部建设迈出重要
步伐

综合化全球化

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 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

战略新格局

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海南自贸港等重点区域布局力度

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国内
商业银行

国内
大循环

国内国际
双循环 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 以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

中银证券成功上市

中银金融租赁设立

中银富登投资管理型总部成立，国内最
大村镇银行地位巩固

集团综合金融服务领域不断拓宽，能力
显著提升



统筹推进企业级架构建设、智慧运营与网点转型、场景建设等重点战役

数字化银行建设助力新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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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企业级业务架构与

企业级IT架构顶层设计

•推进新一代多地多中心基础设施
布局及云平台搭建

•持续优化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基础

技术平台建设

•推进区域性创新研发基地建设，

雄安基地正式挂牌成立

•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

•加快跨境、教育、体育、银发
场景建设，开展新技术的金融
场景试点运用

•建立智能资产管理体系，提升
资产配置智能化服务水平

•打造“网御”智能化风控防御
体系，构建全流程数字化风控
体系

•智能客服迭代升级，“在线客
服”实现线上渠道全覆盖

加快转型
数字化 线上化 轻型化

•手机银行实现从交易平台向综合服务平台
转型，涵盖200多项数字化金融服务。聚焦高
频生活消费场景，丰富非金融服务

•签约客户1.94亿户，较上年末增长7%；月活
跃客户5,132万户，同比增长30%。上半年交
易金额15.54万亿元，同比增长14%

•境外服务覆盖27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种语
言服务，涵盖13大类、60余项服务内容

•智能柜台上线 82 项功能，累
计服务客户约 7000 万人次，分流
七成到店客户

•推出便携式智能柜台，支持网点
“走出去”主动拓客和“一对一”
尊享服务。全面部署现金版智能柜
台。以外币为突破口，推广O2O
新型实物交付模式

•科技赋能网点， 优化网点人员结
构，转型网点营销人员占比提高
15.5个百分点

•智能化环球交易银行 (iGTB) 平台投
产，基本覆盖企业客户高频交易场景，支持嵌
入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对公客户金融服务“全
资产”配置管理转型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科技赋能支持业务创新发展



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和业务发展变化 深入开展全面风险排查

风险合规管理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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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思维

稳步推进公司授信管理体
制改革，充分发挥行业规
划研究中心作用

完善潜在风险识别、管
控和化解机制

加大不良资产化解力度

根据疫情影响等因素开展国

别风险重检，总体国别风
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全面开展智能风控建设，
促进风险管理向数字化转型

完善市场风险管理政策体系

密切跟踪监管动态、业务发展变

化和境内外金融市场波动，重建
并调整集团市场风险限额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资产负债

结构和定价策略，利率风险控
制在适中水平

汇率风险管理力求实现资金来源
与运用的货币匹配，并通过结

汇、套期保值等方式管理，净外
汇敞口保持在较低水平

流动性覆盖率(LCR)二

季度日均140.71%

净稳定资金比例
(NSFR) 124.58%

人民币、外币流动性
比例 (LR) 分别为

53.89%、58.16%

限额管理

风险预警

压力测试

推进内控案防工作部署
落地

完善反洗钱制度体系

完善境外合规长效机制

主动识别、评估、控制和
缓释风险，成功堵截外部

案件110起，涉及金额

889.6万元

优化业务连续性管理运行
机制

主动性 前瞻性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 内部控制与操作风险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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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营业绩01

02 发展战略执行进展

下半年重点工作03



展望

深刻洞察分析内外形势变化 科学精准把握发展战略方向

强 化 执 行 年

17

于危机之中育新机 于变局之中开新局



重点工作

激发活力 敏捷反应 重点突破

18

强 化 执 行 年

更可持续的发展 更加协调的发展 更加稳健的发展 更加充满活力和

正能量的发展

更加敏捷、

更有效率的发展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增强有效金融供给和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全力支持国内市场大
循环建设 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
敏捷反应能力

提升风险管理的精细
化和专业化水平

有效提升干部员工
能力素质

• 认真落实“六稳”“六

保”要求

•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

• 加大绿色金融发展力度

• 加快消费金融发展步伐

• 境内业务做大做强，

发挥基石作用

• 境外业务突出稳中求

进，扎实提升全球化

发展水平

• 综合经营提质增效，

做实一揽子综合服务

• 持续优化组织架构

体系

• 持续优化考核激励

体系

• 进一步完善资源配

置机制

• 增强风险合规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 强化信用风险管控，

加强内控案防和操作

风险管理

• 完善风险排查和问题

整改常态机制

• 完善人才队伍管理

机制，优化人员队

伍结构，提升队伍

专业能力

• 深入推进文化建设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强化执行年”定位，激发活力、敏捷

反应、重点突破，加快构建形成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全球化综合

化为两翼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股东、

客户、员工和社会持续创造更大价值！



问 答
Q & A

www.boc.cn



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激发活力 敏捷反应 重点突破

损益表摘要 资产负债表摘要

(百万元人民币) 2020.6.30 2019.12.31 变动

资产总计 24,152,855 22,769,744 6.07%

客户贷款总额 14,040,165 13,068,785 7.43%

投资 5,374,301 5,514,062 -2.53%

负债合计 22,064,242 20,793,048 6.11%

客户存款 17,090,217 15,817,548 8.05%

本行股东应享权益合计 1,958,442 1,851,701 5.76%

每股净资产（元） 5.77 5.61

主要财务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 11.01 11.30 -29基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2 12.82 12.79 3基点

资本充足率2 15.42 15.59 -17基点

不良贷款率 1.42 1.37 5基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86.46 182.86 3.60个百分点

(百万元人民币) 1H2020 1H2019 变动

净利息收入 196,895 181,684 8.37%

非利息收入 90,088 95,004 -5.17%

手续费及佣金收支净额 50,342 50,564 -0.44%

营业收入 286,983 276,688 3.72%

营业费用 (90,946) (91,130) -0.20%

拨备前利润 196,037 185,558 5.65%

资产减值损失 (66,484) (33,670) 97.46%

税前利润 129,616 152,558 -15.04%

税后利润 107,812 121,442 -11.22%

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 100,917 114,048 -1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38

主要财务比率（%）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0.92 1.12 -0.20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11.10 14.56 -3.46个百分点

净息差 1.82 1.83 -1基点

成本收入比1 23.41 24.63 -1.22个百分点

信贷成本 0.90 0.59 31基点

注： 1、成本收入比根据中国内地监管口径计算。
2、资本充足率指标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计算，

采用高级方法。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