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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金 融

戰略推進總覽

2021年，本行緊密對接國家戰略，找準自身定位和
比較優勢，制定「十四五」發展規劃，助推高質量發
展。

一年來，本行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營管理，促進
規劃落地執行，整體開局情況良好。利用國內國際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建設以境內商業銀行為
「一體」、全球化綜合化為「兩翼」的戰略發展格局，
助力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堅守服務
實體經濟的初心和本源，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

發展理念，落實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
聚焦「八大金融」發展。迎接數字時代，深化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移動通信等科
技運用，加快數字化轉型。堅持底線思維，推進全
面風險管理，築牢風險防線，化解風險挑戰，持續
提升全面風險管理有效性。繪就轉型變革同心圓，
以文化建設促進執行生根。

一年來，科技、綠色、普惠、跨境、消費、財富、
供應鏈、縣域「八大金融」亮點紛呈，服務實體經濟
質效提升。各方面推進情況如下：

本行主動融入科技強國建設，將科技金

融作為集團「八大金融」戰略之首，致力

於成為科技金融的全要素整合者、全鏈

條創新者、全週期服務者，爭做新發展

階段科技金融領軍銀行。

加大綜合支持力度。科技金融服務對象從成熟

期客群向初創期和成長期客群轉變，產品供給

從銀行信貸向綜合性金融轉變，風險體系從傳

統模式向適應科技創新轉變。截至2021年末，在

科技金融領域提供綜合性支持約1.26萬億元，其

中科技類授信支持超過8,200億元
4
，授信客戶近

3.6萬戶，科技類股權投資、債券投資、租賃等

資本投入支持超過1,300億元，承銷、資管等非

資本投入支持超過3,000億元。科技金融特色網

點數量發展至93個。

4 統計口徑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

完善產品和服務體系。做深做細高科技行業研

究，探索創新授信業務模式，實施差異化風險管

理體系，提升科技企業融資體驗。打造科創特色

產品，面向科技企業提供選擇權貸款、知識產權

質押融資等特色產品與服務，促進商投行高質量

業務聯動。構建綜合金融產品譜系，為科技企業

提供全生命週期服務，為科技從業人員提供全方

位金融支持。

持續深化銀政合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

術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知

識產權局、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建立戰略合作

關係，在支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深化「專精特

新」服務體系、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推進「科

學＋金融」普及等多方面達成合作共識。

“

“

在科技金融領域提供綜合性支持約 

1.26萬億元

其中科技類授信支持超過 

8,200億元

授信客戶近3.6萬戶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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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BANK

綠 色
金 融

綠色信貸快速增長。2021年末，中國內地的綠

色信貸餘額（銀保監會口徑）折合人民幣14,086

億元，同比增長57%。在全球範圍內參與了最

大在建海上風電多格灘項目等標誌性項目，位

列彭博2021年全球綠色貸款和可持續掛鈎貸款

排行榜中資銀行首位。

綠色債券市場領先。發行方面，全球首家發行

金融機構公募轉型債券、金融機構生物多樣性

主題綠色債券和可持續發展再掛鈎債券，累計

發行等值107億美元境外綠色債券。承銷方面，

承銷境內、境外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分別為1,294

億元人民幣、234億美元。投資方面，中國銀行

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 2021年度綠色債務融

資工具投資人排名第一。

綠色產品和服務豐富多樣。開立國家核證自願

減排量(CCER)登記賬戶，推出可再生能源補貼確

權貸款、碳排放配額質押貸款、「惠如願‧碳惠

貸」綠色普惠服務、銀聯首批個人綠色低碳主題

白金卡、個人綠色新能源汽車分期、個人綠色

住房貸款、碳排放權登記結算服務以及綠色存

款、綠色基金、綠色理財、綠色租賃、綠色保

險、綠色供應鏈金融、綠色託管、綠色股權投

資等產品與服務，多角度滿足客戶低碳轉型金

融需求。

積極參與可持續金融交流合作。簽署聯合國負

責任銀行原則(PRB)，成為氣候相關財務信息

披露工作組(TCFD)支持機構，並紮實推進履職

工作。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

大會(COP15)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相關活動。

加強綠色金融能力建設。設立中銀綠色金融研

修院，編寫《中國銀行綠色金融知識讀本》，

搭建綠色金融培訓在線學習雲平台，舉辦多場

次、多層級的線上、線下綠色金融主題培訓，

在《中國銀行「十四五」人才發展規劃》中對綠色

金融人才培養進行規劃。

本行緊扣碳達峰、碳中和發展目

標，主動融入全球綠色治理，打

造「綠色金融」首選銀行，綠色金

融業務實現跨越式發展。

“

“
2021年末，中國內地
的綠色信貸餘額折合人
民幣14,086億元，同比
增長57%。

14,086億元，

同比增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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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惠
金 融

提升普惠服務質效。2021年末，本行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

5
新增創歷史新高，貸款餘額

8,815億元，較上年末增長53.15%，高於全行
各項貸款增速；客戶數近62萬戶，高於年初水
平。全年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
3.96%。建立普惠金融特色網點體系，推進普
惠金融特色網點培優。

加快數字普惠轉型。構建線上線下雙輪驅動業
務模式，推動產品體系持續豐富、應用場景更
加多元，形成「信用貸」「銀稅貸」「抵押貸」「經
營貸」「稅易貸」等五大產品系列。線上產品先

5 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統計按照《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2021年進一步推動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通
知》（銀保監辦發[2021]49號）執行。

後榮獲金融數字科技創新大賽「專項領域創新獎」
金獎、亞太銀行數字化創新博覽會「金融科技獎」
和「移動銀行獎」。升級優化信貸工廠模式，充分
釋放線下業務產能，線上線下同向發力、良性互
動。

創新特色產品和服務。建立8大系列、覆蓋50多
個領域的產品體系，打響「惠如願」普惠金融品
牌，推出「惠過年」「隨時惠」等產品服務。構建知
識產權金融新生態，打造知識產權融資服務「首
選銀行」。深化「專精特新」企業服務，支持重點
企業發展。深化跨境撮合服務，服務多場國家重
要經貿活動，截至2021年末，累計舉辦89場企業
對接活動，為來自126個國家和地區的4萬多家企
業提供了「融資＋融智」的金融增值服務。

（有關普惠金融的詳細情況，詳見「普惠金融業
務」部份。）

本行堅持普惠金融戰略業務定

位，擔當國有大行使命，聚焦

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普惠金融

業務高質量發展。

“

“

8,815億元，

較上年末增長53.15%
2021年末，本行普惠型小微
企業貸款新增創歷史新高，貸
款餘額8,815億元，較上年末
增長53.15%



482021年年度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跨 境
金 融

本行積極踐行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戰
略，發揮「一體兩翼」佈局優勢，堅持
重點客群、重點產品、重點區域差異化
發展，依託跨境場景生態建設，打造特
色顯著、優勢明顯的跨境領先銀行。

“

“

鞏固跨境金融競爭優勢。充分發揮對外經貿金
融服務主渠道銀行作用，中國內地機構國際結
算量、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實現較快增長，跨境客
群規模持續擴大，國際貿易結算、跨境人民幣
結算、跨境擔保、跨境資金池業務保持同業領
先；在深圳、北京實現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
點業務首發落地；完成中國 — 印尼本幣結算機
制下首發業務。個人跨境業務收入、外幣個人
存款、結售匯業務量市場份額保持同業領先態
勢。跨境理財通達成首發，年末「北向通」和「南
向通」合計簽約客戶數市場佔比超60%。

引領跨境金融服務創新。完善跨境電商、市場
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平台等貿易新業態產
品服務方案，升級「中銀跨境e商通」，實現跨境
電商進出口、本外幣等場景的全覆蓋；對接試
點地區市場採購貿易聯網信息平台系統，推出
「中銀跨境e採通」，提供便利的市場採購貿易線
上收結匯服務。建設外貿新業態綜合金融服務
體系，支持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高質量發展。與
大宗商品行業關鍵利益相關方合資成立TradeGo

大宗商品區塊鏈平台，提升大宗商品貿易的流

轉效率。線上留學購匯匯款、外幣零錢包預約
等創新產品不斷優化。外幣現鈔預約功能服務
全新升級，服務範圍覆蓋中國內地主要城市，
支持手機銀行、微信銀行、網上銀行等多渠道
預約，並已融入中國政務服務平台、華為鴻蒙
操作系統、移動無憂行APP等平台。代理見證開
戶服務等特色跨境業務有效拓展，其中，中銀
香港代理見證開立境內人民幣結算賬戶業務（簡
稱「開戶易」）累計開戶16.7萬戶。

提升跨境金融品牌價值。作為戰略合作夥伴，
積極服務支持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
稱「進口博覽會」）、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
交易會（簡稱「服貿會」）、第129、130屆中國進
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首屆中國國
際消費品博覽會（簡稱「消博會」）、第二十一屆
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投洽會」）等重
大展會成功舉辦，發揮全球化優勢，協助做好
展會招商招展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助力貿易與投資對接，搭建對外經貿合作金融
服務橋樑。

B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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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金 融

本行堅持數字驅動、結構優化、全面風控、有
效協同的發展主線，重點強化能力建設，打造
極致客戶體驗與良好口碑，實現消費金融產
品領先市場，消費金融業務快速增長，突出消
費金融的綜合帶動作用，為集團高質量發展
貢獻力量。

“

“

完善產品體系。充分發揮集團聯動優勢，個人

貸款、信用卡、消費金融公司產品有效協同，

打造貼合客戶全生命週期的多品類消費金融產

品體系。

加快數字轉型。持續強化數據應用，提升模型

效能，加快消費金融業務數字化轉型步伐。積

極融入場景，緊貼客戶生活消費需求，綜合提

供覆蓋衣、食、住、行、醫、學、遊、娛等消

費用途的多種消費金融產品。2021年末，本行

中國內地商業銀行人民幣消費貸款增速市場領

先，信用卡分期交易額增速跑贏大市，市場份

額穩步提升。中銀消費金融公司業務實現快速

增長，綜合競爭力保持在行業頭部。

突出平台化配置化。打造「全集團＋全市場」開
放式產品貨架，推出基金「中行甄選」品牌。聚
焦配置化理念與服務，優化「投策組合」服務，
幫助客戶實現多元化資產配置，提高財產性收
入。2021年末，代理銷售個人客戶理財產品餘
額較上年末增長75.30%，FOF、單一委託等私
行專屬配置型產品規模較上年末增長246.50%。

突出專業化數字化。聚焦專業化引領，搭建投
資策略資訊服務體系，連續4年發佈《中國銀行
個人金融全球資產配置白皮書》，年度策略組合
近2年收益大幅超越比較基準；強化隊伍建設，
提升客戶觸達率及專業化服務水平；聚焦數字
化賦能，加快構建數字化渠道體系，優化數字
化營銷工具及移動端服務工具。2021年末，中
高端客戶數的增幅為近三年最高水平，私人銀
行客戶數達14.73萬人。

“
“

本行積極踐行國家「共同富裕」戰略導向，立足

「一體兩翼」發展格局，發揮財富金融服務個

人客戶前沿窗口作用，推動財富金融業務高

質量發展。

財 富
金 融

突出全球化綜合化。聚焦企業家重點客群，發揮
集團綜合化優勢，強化服務協同，深耕家族信託
服務，家族信託客戶數較上年末增長82%。加快
亞太私行平台建設，打造「私行＋投行＋商行」
服務能力，提升現代化私人銀行服務水平。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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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應 鏈
金 融

本行充分發揮全球化、綜合化、專業化

優勢，推動供應鏈金融數字化、平台

化、場景化、智能化發展，打造全球一

流供應鏈金融服務銀行。

“

“

本行聚焦縣域重點客群和重點業務，深

刻把握縣域實體經濟發展需求變化，

加快完善縣域金融服務基礎設施，探索

打造數字化、場景化、平台化、特色化

有機結合的縣域金融服務模式。

“

“
2021年服貿會期間，本行發佈全新的「中銀智
鏈」供應鏈金融品牌及中銀醫藥鏈、中銀汽車
鏈、中銀裝備鏈、中銀建築鏈四大行業子鏈，
滿足不同行業客戶對供應鏈金融的個性化需
求。本行通過自有供應鏈金融平台、核心企業
平台、第三方平台，為核心企業及其上下游企
業提供全方位線上化供應鏈金融服務。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基建、現代農業、生
物醫藥、高端裝備、信息通訊、交通運輸八大
行業，綠色低碳、醫療健康、裝備製造、民生
消費、跨境貿易五大領域，加大對戰略新興產
業、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國家關鍵領域
的支持力度。2021年，集團綜合運用公司信
貸、貿易融資、票據、債券等金融工具，為供
應鏈核心企業提供2.16萬億元流動性支持。

完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發揮全球化優勢，依託
「中銀e企贏」全球企業生態系統，助力縣域產業
「走出去」和「引進來」。做強做優綜合化特色，為
客戶提供多元化綜合金融服務。

打造縣域多元服務渠道。重點發展線上渠道，加
強電子銀行和手機銀行建設。持續優化線下渠
道，2021年新開業縣域機構40家，新增覆蓋17個
空白縣域。

依託涵蓋境內外、本外幣、線上線下一體化的
供應鏈金融服務體系，加強對供應鏈上下游企
業的融資支持。針對供應鏈上下游普惠客群，
發佈「惠如願‧鏈式惠貸」批量拓客營銷模式。
為多家供應鏈核心客戶成功承銷資產證券化產
品。

創新推出助農產品。涉農貸款超額完成計劃，
有效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豐富「鄉村振
興‧致富貸」產品服務體系，推出「農田貸」「新
農通」「惠農貸」等產品，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農
業農村部「信貸直通車」活動，助力鄉村振興高
質量發展。

縣 域
金 融

B
A

N
K

B
A

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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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

本行積極服務國家戰略，找準自身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形成合力、激發
動力，中國內地商業銀行業務穩中有進，經營效益穩中有升，主體作用進一步突顯。2021年，中國內地商
業銀行業務實現營業收入4,693.46億元，同比增加403.13億元，增長9.40%。具體如下表所示：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2021年  2020年  
項目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公司金融業務 176,662 37.64% 186,956 43.58%
個人金融業務 199,157 42.43% 199,508 46.50%
資金業務 83,336 17.76% 41,763 9.73%
其他 10,191 2.17% 806 0.19%
合計 469,346 100.00% 429,033 100.00%

     

公司金融業務

本行堅持高質量發展，持續推進公司金融業務轉
型，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質效。重點支持科技金融、
綠色金融、普惠金融、供應鏈金融、縣域金融、戰
略性新興產業、製造業等重點領域高質量發展，助
力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積極拓展先進製造業和數字
經濟產業核心客群，助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以金融力量加快推進京津冀及雄安新區、長三角地
區、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重點區域發展，
助力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發展全量客戶金
融資產(AUM)，以客戶需求和體驗為中心，密切與綜
合經營公司聯動，細化客群分類，實施差異化精準
營銷。推進全量客戶融資(FPA)管理，發揮集團綜合
化經營優勢，加強協同聯動，為客戶提供涵蓋「投、
貸、債、股、險、租」等全產品線的一體化服務方
案，滿足客戶多元化融資需求。2021年，中國內地
公司金融業務實現營業收入1,766.62億元。

公司存款業務

本行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科學分類，精準施策，
構建完善的客戶分層營銷管理體系，持續夯實發
展基礎。聚焦客戶多樣化金融需求，提升跨界服務
和綜合營銷意識，增強綜合服務能力。主動融入國
內國際雙循環格局，打通國內與國際結算產品通
道，做大收付結算業務流量，提高資金留存能力，
推動存款業務健康可持續發展。圍繞行政事業重點
行業和客戶群，制定差異化營銷策略，強化全產業
鏈、場景化營銷，助力行政事業客戶數字化轉型，

提升重點領域市場競爭力。年末本行中國內地商業
銀行人民幣公司存款69,489.25億元，比上年末增
加4,954.37億元，增長7.68%；外幣公司存款折合
1,170.85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11.08億美元，增
長36.18%。

公司貸款業務

本行深入貫徹國家發展戰略，堅持穩中求進總基
調，持續落實「六穩」「六保」要求，加大優質信貸
投放，有效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服務現代產業
體系建設，助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積極推動
服務重點從傳統行業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轉
變。服務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支持京津冀及雄安新
區產業升級轉移、城市群建設等；加大對長三角
地區先進製造業、高質量服務業、新型基礎設施建
設、新型城鎮化等領域的投入；搶抓粵港澳大灣
區科技金融、產業金融、跨境金融等機遇；圍繞黃
河流域生態保護、現代農牧業、新型城鎮化建設、
基礎設施互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因地施
策加快發展；繼續深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金融
互聯互通，大力支持消費新業態發展；圍繞海南
自貿港和智慧海南建設，打造自貿港首選銀行。服
務擴大內需戰略，加快場景生態建設，支持消費轉
型升級。服務人民共同富裕，持續強化普惠金融服
務，實現線上產品突破。主動融入鄉村振興戰略，
支持現代化農業發展。服務生態文明戰略，加大綠
色金融推進力度，完善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打造
中銀綠色金融品牌。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紮實做
好「一帶一路」金融服務，加強「走出去」與境外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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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年末本行中國內地商業銀行人民幣公司貸款
71,236.47億元，比上年末增加8,673.75億元，增長
13.86%；外幣公司貸款折合516.75億美元，比上年
末增加125.02億美元，增長31.91%。

金融機構業務

本行繼續深化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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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約1,100家機構保持代理行關係，為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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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戶，保持國內同業領先。推廣人民幣跨境支
付系統(CIPS)，作為直參機構與507家境內外金融機
構建立間參關係，市場佔有率保持第一。榮獲《財
資》(The Asset)評選2021年度美國地區「最佳人民幣
銀行」，是首家獲此殊榮的中資銀行。合格境外投資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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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央結算公司上海總
部完成首家境外機構自由貿易試驗區離岸債券發行
款的募集資金劃付工作，成功爭攬上海清算所人民
幣對美元交易雙邊集中清算業務的獨家結算銀行資
格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外幣拆借代收發指令業務。
全面深度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業務，進一步鞏固H

股「全流通」市場領先地位，金融要素市場合作品牌
影響力進一步提升。成功舉辦上海全球資產管理高
峰論壇及上海 — 倫敦資產管理行業合作與創新對
話等活動，向全球投資者推介中國資產管理市場的
投資機遇，市場反響良好。深化與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合作，協
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功發行境外美元債券，
作為牽頭主承銷商和簿記管理人協助新開發銀行成
功定價發行兩期熊貓債，作為牽頭主承銷商和牽頭
簿記管理人協助亞洲開發銀行發行熊貓債。年末本
行金融機構外幣存款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第三方存
管資金量市場份額提升幅度同業領先。

交易銀行業務

本行順應數字化轉型和客戶金融需求綜合化趨勢，
堅守數據標準化、產品組合化、服務場景化三大建
設理念，構建線上線下協同、場景生態豐富、用戶
體驗良好、組合創新靈活的交易銀行產品服務體
系，推動交易銀行業務穩健發展。

發揮對外經貿金融服務主渠道銀行作用，助力國內
國際經濟雙循環暢通。2021年，集團實現國際結算
量7.2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6.26%，其中中國內地
機構國際結算量3.32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8.9%，
市場份額穩居同業之首；為近半數有海關進出口實
績的企業提供進出口貿易結算服務。跨境擔保業務
保持同業領先，配合完成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
會(SWIFT)保函報文標準升級、海關稅款擔保改革。
大力支持外貿新業態發展，出台若干支持外貿新
業態新模式高質量發展的措施，升級「中銀跨境e商
通」，推出跨境電商出口收款功能，推出市場採購
貿易線上收匯產品「中銀跨境e採通」，獲批開展出口
跨境電商直聯收結匯業務；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
司簽署《支持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高質量發展專項協
議》，利用資金「活水」助力外貿企業釋放新動能。
作為戰略合作夥伴，充分發揮全球化優勢，積極支
持第四屆進口博覽會、2021年服貿會、第129、130

屆廣交會、首屆消博會、第二十一屆投洽會等重大
展會成功舉辦，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助力貿易
與投資對接，有效擴大專業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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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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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集團跨境人民
幣結算量11.26萬億元，同比增長22.36%，其中中
國內地機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8.41萬億元，同比增
長24.45%，市場份額穩居第一，本行境內機構服務
的跨境人民幣業務客戶數較上年增長近24%。持續
拓展以人民幣跨境使用為基礎的本幣結算合作，完
成中國 — 印尼本幣結算機制下業務首發，兌換量
和結算規模保持同業領先。持續編製並發佈中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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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客戶了解和
使用人民幣提供全面有力的專業支持。

積極優化產品服務體系，推動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
效。積極開展本外幣合一單位銀行結算賬戶體系試
點工作，提升賬戶和收付結算服務水平，持續完善
多渠道賬戶服務功能。響應政策導向，多措並舉優
化小微企業賬戶服務，為小微企業提供「簡易開戶」
服務，助力改善營商環境。積極推進供應鏈金融業
務拓展，大力支持中小企業融資，深化重點行業供
應鏈金融服務方案創新，成功拓展醫療場景下的「區
塊鏈＋供應鏈」服務方案，在多省區實現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跨境金融區塊鏈平台保單融資
應用場景首發。豐富完善「全球現金管理平台＋」綜
合產品體系，創新推出「中銀智管」產品，為客戶提
供一體化、多場景資金監管解決方案；投產多銀行
雲服務平台，提供標準化資金管理服務；在深圳、
北京落地首發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業務。成功
投產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標準收發器產品並實
現首筆CIPS人民幣國際匯款業務。

獲得《亞洲貨幣》「最佳貿易融資銀行」「最佳供應鏈
融資銀行」、《財資》(The Asset)「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最佳人民幣銀行」、中國金融出版社「電子信用證
信息交換系統」案例特別獎等獎項，「中銀全球現金
管理」案例入選2021年服貿會「全球服務 — 全球服
務實踐案例」，彰顯交易銀行領域專業優勢。

普惠金融業務

本行貫徹落實國家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和
監管要求，持續推進普惠金融業務發展。圍繞「增
量、擴面、提質、增效」總體要求，持續完善普惠金
融服務，以產品創新為突破，以模式升級為依託，
以數字普惠為方向，構建線上線下雙輪驅動的服務
模式，全力打造中國銀行普惠金融品牌，推動普惠
金融服務提質增效。優化普惠金融公司客戶授信

管理機制，升級信貸工廠模式，推動模型化、智能
化、自動化、批量化運行，提升敏捷反應能力；在
中國澳門複製信貸工廠模式，支持中國澳門本地中
小企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創立「惠如願」中銀普惠品牌，深化重點領域金融支
持。建立並完善「專精特新」企業服務體系，為超過
1.5萬家相關企業提供授信支持，開展「中銀專精特
新普惠行」專項行動，舉辦首屆「專精特新」中小企
業跨境撮合對接會。與國家知識產權局簽署戰略合
作協議，研發普惠金融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產品「知
惠貸」，共同成立「知識產權融資創新實驗室」，推
廣「入園惠企」「惠企行」「菁英薈」等專項營銷活動，
為小微企業提供知識產權投融資、普惠金融知識宣
講等系列綜合金融服務，為大學生「雙創」提供廣闊
成長平台。

響應國家「就地過年」政策號召，推出「惠過年」金融
服務方案，為保供穩產的小微企業和員工提供金融
服務，服務客戶超過7,500戶。積極響應推廣隨借隨
還貸款政策要求，推出「隨時惠」服務方案，增加小
微企業融資靈活度。升級推出「中銀e企贏」智能撮合
平台，構建「線上＋線下」銀政企生態圈。作為唯一
受邀金融機構，與商務部聯合開展「誠信興商宣傳
月」活動，以「誠信興商、金融相伴」為主題，制定推
廣「中銀商信貸」服務方案，精準支持商業信用記錄
良好企業。

養老金融業務

本行積極為客戶提供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薪酬福
利計劃等系列產品，大力開展普惠養老等場景建
設，全面支持銀髮經濟發展。2021年末，養老金受
託資金規模1,415.4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397.53億
元，增長39.05%；企業年金個人賬戶管理數367.59

萬戶，比上年末增加26.23萬戶，增長7.68%；養
老金託管運營資金7,835.02億元，比上年末增加
1,906.30億元，增長32.15%；服務企業年金客戶超
過1.6萬家。

公司金融數字化轉型

圍繞本行「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全面數字化轉型目
標，聚焦提升公司金融數字化轉型、全球化經營、
綜合化服務三個方面的數字化水平，紮實推進四項
基礎工程，依託綠洲工程推進公司金融業務轉型，
打造公司金融全球服務平台行司間、跨機構多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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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的客戶營銷模式，實現智能化貸後管理，加強
數據分析，提升數據要素在營銷、風控和管理領域
的應用。

個人金融業務

本行堅持以客戶為中心，打造以財富金融為主體、
跨境金融和消費金融為特色、重點區域為突破的零
售強行。堅持動能升級，全面加快數字化轉型，深
入推動管理模式變革，持續釋放改革紅利，推動個
人金融業務實現高質量發展。2021年，中國銀行內
地個人金融業務實現營業收入1,991.57億元。

賬戶管理業務

本行秉持「金融為民」理念，紮實推進智慧賬戶建
設。個人業務全面無卡化建設成效顯著，完成「數字
借記卡」試點研發，實現無卡開戶及無卡辦理現金
存取、流水打印、外幣兌換、投資理財等業務，打
造「手機銀行即賬戶」全新服務體系，高頻場景無卡
服務受理全覆蓋。豐富養老客群產品和服務，以借
記卡主附卡功能為依託，面向財富傳承客戶推出「中
銀長情借記卡」，實現家庭資金共享和財富傳承。以
「雙奧銀行」為契機，向跨境客戶推廣北京2022冬奧
主題借記卡，為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冬
奧會」）短期來華人士提供賬戶開戶、移動支付、本
外幣現金、數字人民幣、境外銀行卡境內受理等多
項服務，境內支付結算便利性增強。優化個人賬戶
服務，推出個人簡易開戶服務，建立個人賬戶分類
分級管理體系，有效防範電信網絡詐騙風險。榮獲
《中國經營報》頒發的「卓越競爭力零售業務銀行」獎
項。「個人業務全面無卡化建設和智能櫃台4.0項目」
榮獲《亞洲銀行家》頒發的2021年「中國最佳無摩擦
客戶體驗項目」獎項。

財富金融業務

本行積極踐行「共同富裕」戰略要求，秉持價值創造
理念，持續改革創新，財富金融業務呈現良好發展
態勢。年末集團個人全量客戶金融資產規模突破11

萬億元，全年財富金融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3%，中
高端客戶數和金融資產增幅均為近三年最高水平。
以平台化、配置化、專業化、數字化、全球化、綜
合化為方向，構建「全集團＋全市場」的財富金融平
台，實現銀行端和客戶端的價值共贏。代理銷售的
個人客戶理財產品餘額較上年末增長75.30%，產品
管理機構包括中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匯華理財有

限公司、招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等七家理財公司。
推出基金「中行甄選」品牌，引入中銀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第三方合
作機構。連續4年發佈《中國銀行個人金融全球資產
配置白皮書》，形成覆蓋年、季、月、週、日全序列
及全球股、債、匯、大宗商品的「中銀投策」全球投
顧資訊服務體系。完善「中銀理財」和「中銀財富管
理」等中高端客戶服務品牌視覺形象體系，以品牌
影響力帶動市場競爭力。搭建健康‧醫療、留學‧跨
境、冰雪‧運動、商旅出行、美好生活、會員集市六
大權益板塊，完善尊享權益服務體系，提供170餘
項權益服務，滿足客戶「衣食住行遊娛學養」非金融
場景需求。截至2021年末，本行在中國內地已設立
理財中心8,239家、財富管理中心1,092家。榮獲《第
一財經》評選的「最佳財富管理銀行」、《財經》評選
的「最具影響力金融品牌獎 — 中銀財富管理」稱號。

消費金融業務

本行嚴格落實國家政策導向，加大支持居民消費和
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認真執行房地產貸款集中度
管理要求，着力滿足購房者合理購房需求，保持房
貸業務合理穩健增長。持續推進房貸線上化轉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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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產在線接單、在線抵押、在線還款等功能。加快
消費貸款業務發展，瞄準細分客群需求，打造「中
銀E貸」「青春E貸」等消費貸款品牌，豐富消費貸款產
品體系。發揮中央部屬高校校園的國家助學貸款業
務獨家承辦行作用，推動國家助學貸款新政落地執
行。年末本行中國內地商業銀行人民幣個人貸款餘
額54,616.4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4,824.31億元，增
長9.69%。非住房貸款在當年新增個人貸款中的佔
比較上年末提升9.5個百分點。

堅持「場景獲客與支付融資」服務本源，信用卡業務
融入消費金融「場景」主戰場。推出「家庭消費備用
金」，通過「總對總」合作模式，服務汽車、家裝等大
額消費場景，形成汽車分期、家裝分期及服務多元
場景的中銀E分期三大產品體系，助力消費升級。
截至2021年末，已與多家汽車廠商、家裝企業達成
「總對總」合作，覆蓋1萬餘家經銷商門店。

私人銀行業務

本行加快發展私人銀行業務，堅持專業引領、創新
驅動發展理念，為高淨值客戶提供專業化、綜合
化、全球化金融服務。年末集團私人銀行客戶數達
14.73萬人，金融資產規模達2.16萬億元。全面貫徹
資產配置理念，深化全球投資策略研究，打造全市
場、全領域、全策略的私人銀行代銷產品平台。聚
焦企業家重點客群，研究發佈《中國上市公司創始人
財富價值管理白皮書》。推進亞太私行平台建設，
建立公私聯動、境內外聯動、商投行聯動的一體化
服務機制，形成「私行＋投行＋商行」多輪驅動的私
行服務體系。堅持深耕家族信託服務，創新完善保
險金信託、慈善信託服務，打造以家族企業治理與
傳承為核心的家族財富管理服務生態圈，家族信託
客戶數較上年末增長82%。持續提升私人銀行專業
服務水平，加快重點城市私行中心佈局，已在中國
內地設立私人銀行中心151家；加快培養私人銀行
家、投資顧問、私人銀行客戶經理三支專業隊伍。
蟬聯《亞洲私人銀行家》「中國最佳私人銀行 — 國有
銀行組」大獎，榮獲《亞洲貨幣》「中國私人銀行大獎 

— 最佳全球合作網絡獎」、《環球金融》「最佳私人銀
行」等獎項。

個人外匯業務

本行積極適應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變化，鞏固跨境
金融領先優勢，持續優化個人外匯服務。年末中國
內地商業銀行外幣個人存款折合461.02億美元，市

場份額繼續居同業之首。個人存取款業務覆蓋幣種
達25種，個人外幣現鈔兌換幣種達39種，繼續保持
同業領先地位。推動傳統業務服務流程線上化，業
內獨家支持外幣現鈔自助兌換數字人民幣；外幣現
鈔支持手機銀行、微信銀行、網上銀行等多渠道預
約，並已融入中國政務服務平台、華為鴻蒙操作系
統、移動無憂行APP等平台，服務範圍覆蓋中國內地
主要城市。改善來華人員小額支付體驗，實現授權
外幣代兌酒店的系統聯網和統一操作管理，高質量
服務冬奧會、進口博覽會等大型活動。

銀行卡業務

本行貫徹數字化轉型戰略，加快推進銀行卡業務數
字化轉型和場景建設。穩步推進借記卡業務，加大
移動支付場景化應用，持續改善客戶體驗。充分發
揮高校服務優勢，打造「大教育」場景，豐富「線上＋
線下」「金融＋非金融」的綜合服務內容，與社保機構
合作發行加載金融功能的社會保障卡，拓展電子社
保卡、醫保電子憑證等功能。截至2021年末，累計
發行實體社保卡11,645.72萬張、電子社保卡829.99

萬張。大力拓展鐵路出行場景，「鐵路e卡通」累計完
成50條線路推廣，覆蓋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
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重點區域，服務客戶超過
300萬人次。

推進奧運與冰雪運動品牌建設，持續打造「雙奧銀
行」市場口碑。發揮本行冬奧合作夥伴優勢，發行並
推廣北京2022冬奧主題借記卡和信用卡，向跨境客
戶提供境外銀行卡境內受理服務，為北京、河北張
家口兩大賽區提供冬奧會受理環境建設服務。

落實綠色金融產品創新戰略，發行綠色低碳主題數
字信用卡，構建綠色低碳積分體系；與多家市場主
流新能源汽車品牌建立汽車分期「總對總」合作關
係，聯合推出貼息優惠政策，助推新能源汽車銷售
增長。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試點推出鄉村振興
主題信用卡。落實減費讓利政策，服務普惠小微企
業和民營企業，降低全轄標準類商戶借記卡刷卡手
續費。響應國家重點區域發展戰略，支持開展進口
博覽會、消博會、成渝都市圈、長三角、粵港澳大
灣區商圈等專項營銷活動。將小額高頻場景融入
「惠聚中行日」品牌，持續開展覆蓋餐飲、百貨、便
利店、加油、公交地鐵等民生消費的「百城千店」
活動。堅持高質量發展原則，着力提升新客戶活躍
率，推進信用卡資產質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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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金融數字化轉型

本行統籌推進個人金融前、中、後台數字化建設，
賦能個人金融業務高質量發展。打造敏捷前台，構
建整合協同的渠道管理能力、開放共享的場景生態
能力。2021年，手機銀行交易額達到39.38萬億元，
同比增長22.00%，手機銀行非金融場景數達612

個，手機銀行月活客戶數達7,104萬戶。打造智慧
中台，構建精準的客戶洞察能力、全流程的數字化
營銷能力、專業化的產品及服務能力、深入的數據
資產挖掘和應用能力。打造高效後台，構建高效的
智慧運營能力、智能化的風險內控管理能力。2021

年，「網禦」事中風控系統實時監控線上渠道交易
76.9億筆，同比增長24.1%；年末手機銀行數字化
安全認證工具開通客戶數達2,020萬戶，較上年末增
長66.94%。全面提升個人金融業務數字化能力，將
數字化基因植入全產品、全流程、全領域、全條線。

依託組織架構改革，持續深化個人金融業務數字化
進程。制定個人金融業務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全
方位量化數字化轉型進程。分階段落地實施數百項
措施，全面提升各業務領域數字化能力。榮獲《財
經》雜誌頒發的「年度最具影響力數字化銀行」獎項。

金融市場業務

本行積極順應金融市場雙向開放趨勢，密切跟蹤金
融市場動態，牢牢把握國家戰略和實體經濟發展方
向，優化業務結構，強化審慎合規經營，打造金融
市場業務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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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挖市場機遇，動態優化投資組合結構，有效降低
組合風險。支持實體經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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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綠色金融發展，綠色債務融資工具投資
量市場領先。

交易業務

本行持續完善金融市場業務體系，夯實發展基礎，
提升客戶綜合服務能力。結售匯市場份額居市場首
位，結售匯報價貨幣對達到40對，落地印尼盧比銀
行間區域交易。外匯買賣貨幣品種數量保持國內市
場領先地位。服務實體經濟保值需求，積極宣導匯
率風險中性理念，綜合運用金融市場交易工具，助
力企業加強風險管理。強化線上服務能力，客戶交
易便利性有效提升，對公電子渠道交易量及客戶規
模實現較快增長。把握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機遇，依
託「交易 — 銷售 — 研究」多層次服務體系，加強境
外機構投資者一體化拓展，提供優質的境內債券及
衍生品報價服務；推進債券通「南向通」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模式落地，成交量市場領先。推進量化交易
平台建設，優化量化策略，提升量化交易能力。緊
跟國際基準利率改革步伐，宣傳推廣國際新基準利
率保值交易產品，達成多項境內市場首筆新基準利
率交易。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風險管控能力，
落地實施強制初始保證金監管規則。全面落實外匯
市場準則，持續提升展業能力，並根據全國外匯市
場自律機制指導，首批完成外匯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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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變動比率
借記卡累計卡量 62,105.35 59,426.93 4.51%
信用卡累計發卡量 13,507.22 13,174.39 2.53%
加載金融功能的社會保障卡累計卡量 11,645.72 11,154.83 4.40%
信用卡貸款餘額 4,962.99 4,880.86 1.68%

2021年 2020年 變動比率
借記卡消費交易額 92,627.92 80,319.41 15.32%
信用卡消費額 15,624.69 16,394.27 (4.69%)
信用卡分期交易額 3,582.40 3,637.98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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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業務

本行紮實服務實體經濟，充分發揮全球化和綜合化
的經營優勢，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專業化、定制化
的「境內＋境外」「融資＋融智」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涵蓋債券承分銷、資產證券化、財務顧問等產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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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承銷債券
16,089.47億元。堅持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境內外綠
色債券承銷量市場領先，承銷首批碳中和債券、可
持續發展掛鈎債券、綠色主權熊貓債及地方政府綠
色離岸人民幣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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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市場領先。打造
跨境競爭優勢，協助匈牙利、亞洲開發銀行等境外
主體發行熊貓債，市場份額保持第一。作為主承銷
商及簿記管理人，協助財政部在境外成功發行等值
85億美元的美元及歐元國債，進一步完善境外主權
債券收益率曲線，鞏固國際投資人對中國經濟的信
心，中國離岸債券承銷市場份額繼續排名第一。助
力深化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參與「南向通」開通及首
筆玉蘭債發行，推動境內外市場基礎設施建設。銀
行間市場資產證券化承銷業務市場份額同業領先。
交易商協會信用債銷售量持續位居市場第一。獲得
《國際金融評論（亞洲）》「中國最佳債券承銷商」、
《亞洲貨幣》「最佳境內債務融資銀行獎」「最佳綠色
債券銀行」「最佳資產證券化承銷機構」、《財資》(The 

Asset)「最佳全球債券顧問獎」、《亞洲金融》「亞洲最
佳債券承銷商」、《環球資本中國》「最佳熊貓債券承
銷商」等多個獎項，中銀債務資本市場品牌影響力
持續提升。

積極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優化存量資產結構，全
年共發行11單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包括5期個人住
房抵押貸款資產支持證券(RMBS)，發行規模464.42

億元；6期不良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34.76

億元。

持續打造專業化財務顧問服務體系，充分發揮集團
聯動優勢，為客戶提供兼併收購、債務重組、資產
剝離、股權融資、項目融資等專項財務顧問服務，
參與多筆收購及項目融資業務，客戶涉及央企、地
方國企和民營企業等類型。

資產管理業務

本行充分發揮全球化和綜合化經營優勢，深挖居民
財富持續增長帶來的市場機遇，持續加大對資產管
理業務的投入，加快創建一流的資產管理集團。以
服務實體經濟、實現居民財富的保值增值為目標，
有效連接投融資兩端，積極服務綠色金融、跨境金
融、財富金融等領域，持續加快各類特色主題創新
產品發行，不斷豐富「綠色」「科技」「跨境」等主題產
品體系，跨境理財產品規模處於行業領先地位。

本行嚴格按照資管新規等監管要求，積極推進存量
理財整改，截至2021年末，本行已按進度完成存量
理財整改工作。

資產管理業務委員會負責集團資產管理業務的頂層
設計和統籌管理。本行通過中銀理財、中銀基金、
中銀證券、中銀資產、中銀香港資管、中銀國際英
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盧森堡分行等機構開展
資產管理業務，為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資產類
別齊全、投資策略多元、投資週期完整的本外幣產
品，業務規模和市場份額持續提升。2021年末，
集團資產管理業務規模達到3.2萬億元。其中中銀
理財受託管理規模突破1.71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23.17%，集團資產管理業務市場影響力不斷提升。
2021年，中銀理財獲得《中國證券報》「銀行理財公
司金牛獎」「銀行理財產品金牛獎」，普益標準「卓越
理財公司獎」，新浪財經「金責獎」責任投資最佳資產
管理機構；中銀證券獲得《證券時報》「中國證券業
資管固收團隊君鼎獎」「中國證券業固收資管計劃君
鼎獎」；中銀香港資管獲得《亞洲資產管理》「最佳人
民幣基金經理」「最佳離岸人民幣債券表現（5年）」；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獲得《信報財經
新聞》「金融服務卓越大獎2021 — 卓越交易所買賣
基金管理」，理柏（Lipper）基金頒發的「理柏（Lipper）
基金香港年獎2021 — 最佳強積金三年獎項」等多個
獎項。

託管業務

本行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持續提升價值創造，圍繞
重點領域突破，推動託管業務全面高質量發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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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集團託管資產規模達到15.23萬億元，同比增長
29.22%，託管業務規模和收入持續增長，市場份
額進一步提升。公募基金託管規模增速居主要中資
同業前列，新發公募基金託管數量和規模保持行業
第一梯隊。服務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落地全國首
批試點養老理財產品託管等重點養老保障類託管項
目。為綠色發債資金、綠色產業基金、綠色資產證
券化等產品提供託管服務支持，成為市場首隻「碳中
和」主題公募基金託管銀行。完善風險管理體系，
不斷優化託管運營服務質量，提升創新業務服務能
力。

村鎮銀行

中銀富登作為本行落實普惠金融、鄉村振興戰略的
重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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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末，共控股124家村鎮銀行，
下設185家支行，是國內機構數量最多的村鎮銀行
集團。註冊資本合計86.18億元，資產總額983.17億
元，淨資產138.25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9.90億
元。

中銀富登持續完善產品服務體系，客戶數量和業務
規模進一步增長。年末，存款餘額545.57億元，比
上年末增長17.11%；貸款餘額692.39億元，比上年
末增長25.50%。建立並完善符合「支農支小」業務
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資產質量良好，不良貸款率
1.30%，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261.78%。佈局農村
產業發展、農村基礎建設、人居環境整治等重點領
域，積極扶持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
新型經營主體。數字化升級成效顯著，打通縣域金
融服務「最後一公里」。「整村推進信用貸」實現了線
下貸款審批、簽約、放款全流程自動化，依託數字
化技術研發的「全流程移動業務平台」將貸後功能整
合至移動業務平台，從客戶拜訪到存貸款申請可全
部移動完成，實現業務場景全覆蓋。

推進股權整合，提升集約化、專業化管理水平。
2021年11月，中國銀保監會河北監管局批准投資管
理型村鎮銀行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募股方案，同意本行以自有資金及所持126家村鎮
銀行股權╱股份增資注入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增資金額合計人民幣93.32億元。

2021年，獲得「人民匠心服務獎」「助力鄉村振興突
出貢獻獎」「金融服務中小微企業優秀案例」「卓越競
爭力鄉村振興示範機構」等多項社會榮譽。

全球化經營業務

作為全球化水平最高的中資銀行，本行紮實推進全
球化經營，持續提升全球服務能力和全球化管控水
平。積極服務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更高水平對外
開放，深入挖掘業務機遇，助力暢通國內大循環和
國內國際雙循環。通過內外聯動協同，更好服務雙
向投資，推動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不斷
實現價值創造。年末境外商業銀行客戶存款、貸款
總額分別折合5,013.25億美元、4,239.37億美元，比
上年末分別增長3.34%、3.96%。2021年，實現稅
前利潤71.24億美元，對集團稅前利潤的貢獻度為
16.60%。

本行持續優化全球化網絡佈局，全球化服務能力進
一步提升。截至2021年末，本行共擁有550家境外
分支機構，覆蓋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41

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2021年10月，中國銀行日
內瓦分行開業。

本行持續優化境外機構管理架構與運營機制，推進
東南亞、歐非中東等境外區域總部管理與建設，同
步推進條線集約化經營。深入實施境外機構分類管
理，制定「一行一策」的差異化發展策略，提升境外
機構的差異化發展能力與集團協同水平，不斷提高
國際市場競爭能力。

公司金融業務

本行密切跟進市場形勢變化，加強風險管理，因地
制宜採取有效措施，切實發揮全球化經營優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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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服務「走出去」和「引進來」客戶、世界500強和當
地企業客戶，充分運用銀團貸款、併購融資、項目
融資等優勢產品，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產業、
國際產能合作等重點領域和項目，持續推動共建「一
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通過優質高效、個性化、全
方位的綜合金融服務，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境外
公司存貸款保持穩定增長，行業及客戶結構不斷優
化。

重點聚焦雙邊貿易和客戶，發揮熟悉境內外兩個市
場獨特優勢，調動集團境內外資源，致力於服務參
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客戶，境外國際結算、貿易融
資業務穩定增長，集團全球戰略協同效應和對客服
務質效穩步提升。持續完善現金管理海外功能，更
好地發揮全球現金管理產品優勢，為跨國企業提供
跨境資金集中管理服務，進一步提升一體化服務水
平，業務已覆蓋境外35個國家和地區。

順應全球高度重視環境、社會、治理(ESG)、綠色產
業快速發展的趨勢，發掘經濟體實現「雙碳」目標過
程中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改造需求蘊含的業務機會，
推動業務實現綠色轉型。

充分發揮「引智」作用，聚焦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科技成果，通過中
小企業撮合等方式，引入境外成熟、可複製的經驗
做法或模式，搭建起跨境融智的橋樑。

個人金融業務

持續發揮全球化經營優勢，業務覆蓋逾30個國家和
地區，服務客戶超過600萬戶。不斷加強個人客戶境
外服務體系建設，為客戶提供較為全面的賬戶、結
算、電子渠道等服務，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新
加坡提供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服務。突出跨境服務
特色，加強重點區域個人金融業務發展。搭建「三位
一體」的跨境平台，上線「中銀跨境GO」APP、升級手
機銀行跨境專區、發佈「中銀指南針」微信小程序，
夯實跨境金融服務基礎。不斷推進產品創新及流程
優化，持續優化線上留學購匯匯款、自助兌換機、
外幣現鈔預約、外幣零錢包預約等功能，通過跨境
場景為留學、旅遊、非居民客戶提供一站式資訊及
金融服務。搶抓新興業務機會，加快市場採購貿易
試點、H股全流通等貿易、資本項下個人客戶拓展。

充分發揮跨境業務品牌優勢，重點維護海淘、留學
生等客群，持續開展「環球精彩」信用卡跨境主題營
銷活動，跨境市場份額較上年末提升。聚焦重點地
區，持續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特色跨境服務體系，年
末「開戶易」賬戶累計開戶16.7萬戶、跨境理財通「北
向通」和「南向通」合計簽約客戶數1.3萬戶。開展「澳
門跨境錢包」營銷活動，保障商戶受理環境穩定，
為用戶提供良好支付體驗。

服務境外客戶個人貸款及用卡需求，在海外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擴散、監管環境趨嚴及市場競爭程度加
劇的情況下，境外商業銀行個人貸款業務以合規、
健康、穩健發展為主基調，實現了整體規模的正向
增長。澳門分行研發並推出中銀金沙時尚聯名信用
卡，新加坡分行推出信用卡便民繳費功能。

穩步推進境外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業務發展，加快
構建全球化「私人銀行」「中銀財富管理」「中銀理財」
品牌。立足「一體兩翼」發展格局，協同推進亞太私
行平台建設，建立公私聯動、境內外聯動、商投行
聯動的一體化服務機制，形成「私行＋投行＋商行」
多輪驅動的私行服務體系。榮獲《亞洲貨幣》頒發的
「最佳全球網絡合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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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業務

本行積極做好債券投資業務經營，紮實提升投資業
務的全球一體化管理水平，強化風險防控。充分發
揮全球化經營優勢，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連續穩定
的報價服務，全球服務能力穩步提升。持續在新加
坡、韓國、哈薩克、俄羅斯等國家和中國台灣地區
提供人民幣做市報價，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鞏固交
易業務全球一體化優勢，加強海外交易中心能力建
設。香港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不斷提升做市報價與
經營能力。倫敦交易中心落實集約化經營策略，加
強對歐非地區分（子）行的業務支持。

2021年，熊貓債承銷量為272.51億元，市場份額
31.82%，市場排名第一；中國離岸債券承銷量為
90.95億美元，市場份額5.39%，市場排名第一；亞
洲（除日本）G3貨幣債券承銷量113.09億美元，市場
份額2.78%，中資銀行排名第一。

跨境託管業務繼續領跑中資同業，跨境託管規模位
列中資行第一位。作為「南向通」首批三家試點銀行
之一，本行積極提供境內投資海外債券市場託管服
務。

支付清算業務

本行持續提升跨境人民幣清算能力，努力推動人民
幣的跨境應用，進一步鞏固在國際支付領域的領先
優勢。2021年末，在全球27家人民幣清算行中佔有
13席，繼續保持同業第一。持續支持擴大人民幣跨
境支付系統(CIPS)全球網絡覆蓋面，集團CIPS直接參
與者和間接參與者數量保持同業第一。2021年，集
團共辦理跨境人民幣清算業務632萬億元，同比增
長超34%，繼續保持全球領先。

數字化轉型與線上服務渠道

本行持續加大對境外機構科技投入，穩健實施基礎
設施升級改造，推進境外系統功能優化和產品推
廣，滿足境外業務特色需求，支持境外機構適應開
放銀行、歐盟支付服務修訂法案第二版(PSD2)等監
管新業態。

加快數字化轉型，聚焦客戶體驗提升和線上業務流
程重塑造，完善產品和服務體系。進一步鞏固境外
企業網上銀行在中資同業中的領先地位，年末已
覆蓋51個國家和地區，支持中、英、韓、日、德、
法、俄等15種語言。

科技賦能平台建設，加快迭代升級。圍繞全球服務
平台(GSP)，升級完善客戶營銷、產品管理等功能，
構建集團客戶管理、單一客戶管理、營銷管理、業
績管理的統一平台。加強公司金融貸後管理平台建
設，開發移動端版本，提升貸後管理「線上化、流程
化、標準化、智能化」水平；優化風險預警體系、潛
在風險量化評分體系，提高預警命中率和準確率。

加強移動金融建設，服務範圍覆蓋30個國家和地
區，提供12種語言服務。加大境外個人手機銀行建
設力度，持續迭代升級服務功能，提升客戶體驗，
完成巴拿馬、盧森堡、荷蘭、比利時、葡萄牙、瑞
典等國家手機銀行對外服務；優化公共機制，進一
步豐富線上渠道服務，新增小額轉賬免密、在線申
請網銀╱手機銀行、在線激活╱掛失信用卡、在線
修改借記卡密碼、證件到期在線提醒等服務，全面
優化客戶體驗。

業務連續性措施

為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態勢，本行建立業
務連續性管理領導小組工作機制，落實業務連續
性管理要求，保障業務連續開展。加強基礎制度建
設，制定業務連續性計劃及應急預案。重點加強風
險等級、影響範圍較廣的配套功能建設。充分發揮
全球化服務優勢，借助手機銀行提升境外機構線上
服務能力。按產品線和時區構建全球交易業務網
絡，北京、上海、香港、倫敦、紐約五地形成全球
備份，保障業務連續性。

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積極應對複雜嚴峻的市場情況，強化戰略
實施，發揮區域協同效應，堅持高質量發展。踐行
ESG，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完善區域一體化業務體
系，提升東南亞機構的服務能力。深耕中國香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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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核心市場，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搶抓粵港澳
大灣區金融政策機遇，鞏固跨境業務優勢。深化數
字化賦能，完善風險合規管控機制，提升金融科技
在產品及服務方面的應用水平。2021年末，中銀香
港已發行股本528.64億港元，資產總額36,394.30億
港元，淨資產3,274.61億港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
249.99億港元。

踐行ESG理念，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踐行可持續發
展理念，豐富綠色金融產品服務，持續推動低碳高
效營運，打造領先的可持續發展銀行形象。圍繞市
場及客戶低碳轉型趨勢，積極推進綠色金融業務發
展，與大型地產公司攜手推出香港首個綠色按揭計
劃，為企業提供綠色債券、綠色貸款、綠色顧問及
綠色認證等服務，並推動綠色減碳消費，致力於滿
足客戶低碳、可持續發展轉型的金融需求。推出首
隻獲香港證監會認可的ESG基金「中銀香港全天候
ESG多元資產基金」；成功發行「可持續發展與智能
生活」主題綠色債券。中銀香港連續11年成為「恒生
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成分股；連續3年被《亞
洲貨幣》評選為「香港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銀行」。

加強一體化聯動合作，發揮東南亞區域協同效應。
加強區域總部管理，深入推進一體化聯動，因地制
宜實行「一行一策」，持續提升區域業務產品創新、
客戶營銷、業務推廣及科技營運等方面的能力。積
極牽頭或參與東南亞區域銀團項目。不斷推進數字
化渠道功能提升和線上金融產品創新，實現東南亞
個人手機銀行的區域全覆蓋，逐步在東南亞區域推
廣智能環球交易銀行(iGTB)平台、銀企直連、BoC Bill

及FXall電子交易平台等服務。中國銀行（泰國）股份
有限公司榮獲「2021年泰國最佳跨境服務銀行獎」。
馬來西亞中國銀行順利投產FXall電子交易平台，推
出手機銀行應用程序「易理財eWB」，成為當地首家
推出線上一站式投資理財服務平台的銀行，率先推
出手機銀行遙距開立「易錢寶e-Pocket」賬戶服務。中
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達分行成功落地中國與
印度尼西亞雙邊本幣結算機制(LCS)業務，人民幣與
印尼盾兌換量位居同業首位，在印度尼西亞外資銀
行中排名保持第一。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金邊
分行推出「中銀理財」服務，同步實現中國香港、馬
來西亞、柬埔寨三地的品牌互認。堅守風險底線，
密切關注資產質量變化，強化信用、市場、利率及
流動資金等風險的管控能力。2021年，東南亞機構
業務穩健發展，存、貸款平穩增長，資產質量保持
穩定。

深挖中國香港本地市場潛力，滿足客戶全方位需
求。存、貸款增幅高於市場平均水平，貸款質量優
於中國香港本地同業。持續深化內外部聯動，加強
對重點項目支持，港澳銀團安排行市場佔有率保
持市場第一。把握中國概念股回歸和資本市場發
展機遇，首次公開募股(IPO)收款行業務保持市場第
一。加強「置業專家」手機應用程序功能，積極爭
攬一手按揭業務，新發生按揭筆數排名居市場首
位。推動現金管理、貿易融資、財資中心等重點業
務的拓展，鞏固資金池業務領先地位。拓展高端客
層品牌「私人財富」，推出「投資在線」「保險在線」
「RM Chat」三大在線服務，相關客戶數量及資產管
理規模顯著增長。打造「中銀理財」品牌全新形象，
注入活力和數字化元素，提供更多元化的客戶體驗。

深化重點區域聯動合作，鞏固跨境業務優勢。緊抓
跨境人民幣政策機遇，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長
三角、京津冀等重點區域建設，以多元化產品及服
務滿足科創企業的跨境金融需求。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項目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推出債券通「南向通」
及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兩項業務規模在
中國香港名列前茅。不斷完善粵港澳大灣區「開戶
易」「置業易」等跨境服務體驗，積極推動「灣區社保
服務通」，推出「大灣區青年卡」，提供綜合化服務
方案，滿足個人客戶理財投資、消費支付及其他跨
境金融服務需要。優化人民幣業務統籌管理機制，
成立跨部門人民幣柔性工作小組，採用敏捷管理的
模式，統籌人民幣產品開發及客戶營銷，取得明顯
成效。圍繞重點企業、重點領域和重點區域三大方
向，深挖業務機會，人民幣存、貸款穩健增長。發
揮人民幣清算行優勢，優化跨境金融基建，提升清
算質效，積極服務並培育離岸人民幣市場，首次推
出離岸人民幣央票回購、綠色人民幣存、貸款及ESG

多元資產基金等業務。持續推進區域人民幣業務，
馬來西亞中國銀行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馬尼
拉分行均獲批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直接參與者
資格，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馬尼拉分行成功推
出人民幣清算行服務，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文
萊分行推出人民幣薪金直匯服務，推動區域人民幣
業務穩步發展。

增強數字化賦能，提高金融服務觸達能力。緊貼
市場走勢，以數據驅動、智能驅動、生態驅動為支
撐，通過數字化轉型為業務發展賦能，全方位提升
客戶體驗。積極推動開放銀行服務，加強創新金融
科技的場景化應用，提高金融服務觸達能力。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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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術擴展應用，縮減流程處理時間，釋放員工
生產力，運營效率持續提升。強化數據基礎建設，
提升智能反欺詐、智能反洗錢等風控能力。優化敏
捷工作模式，培養數字人才，打造全方位數字化銀
行。

榮獲《銀行家》「香港區最佳銀行」、《亞洲銀行家》
「香港及亞太區最穩健銀行」「香港最佳交易銀行」「香
港最佳現金管理銀行」、《亞洲貨幣》「香港最佳銀行
上市機構」「2021年度香港最佳數碼銀行」「粵港澳大
灣區最佳中資銀行」、《亞洲銀行及財金》「香港最佳
本地現金管理銀行」「香港最佳本地貿易融資銀行」
「香港最佳本地人民幣國際化創新獎」、香港中小型
企業總商會「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等獎項。

（欲進一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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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化經營業務

本行貫徹落實國家戰略，以高質量綜合金融服務支
持實體經濟發展，培育綜合化經營的差異化競爭優
勢，打造成為集團的價值創造者、功能開拓者和機
制探索者。

本行積極探索行司協同優化機制，推廣綜合化協同
新模式，在10個重點地區設立綜合經營協同辦公
室，發揮綜合化特色，圍繞「八大金融」開展重點營
銷，落地正元地理信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科創板
IPO、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股權混改、蜂巢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輪融資等一批有影響力的項
目，提升集團綜合金融服務品牌影響力。

本行持續完善綜合化經營集團管控機制，加強綜合
化「強總部」建設，制定綜合化發展專項規劃，優化
績效評價機制，推進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完善
綜合經營審計管理體制，推進綜合化經營數字化轉
型。優化公司治理結構，提升公司治理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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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75億港元，淨資產226.58億港元。全年實現稅
後利潤14.89億港元。

中銀國際控股持續鞏固傳統投行優勢，推進財富管
理及資產管理業務發展。優化風險管理體系賦能
業務創新，以股權及債券融資、跨境財富管理、併
購、資產管理、員工持股計劃(ESOP)和環球商品等領
域為切入點，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提升
投資銀行全球化、綜合化服務能力，成功協助多家
中概股企業赴港交所二次或雙重上市，參與沙特阿
美首支美元伊斯蘭證券發行，作為唯一中資投行參
與巴基斯坦主權境外美元債發行；作為財務顧問參
與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向順豐控股出售部份嘉里物流
股權、國泰航空有限公司重組相關的可轉債發行項
目；參與中資機構多筆境外綠色債券發行。優化跨
境財富管理服務，繼續加強證券服務移動端功能和
數字化轉型，推廣智能投顧等金融科技應用，帶動
經紀業務穩步增長，股票衍生產品場外業務量保持
良好發展態勢，「中銀國際粵港澳大灣區龍頭指數」
表現優於同類指數。繼續強化資產管理能力，開發
推廣ESG相關指數及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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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保持市場前列；11隻符合跨境理財通資格的基
金產品在首批可開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
務的中國香港地區銀行上架。加快環球大宗商品中
心建設，推進國內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國際化發展，
助力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推廣原油期貨及現貨產
品。

2021年度再次榮獲亞洲金融行業權威媒體《亞洲金
融》頒發的「地區大獎 — 最佳債券資本市場團隊（香
港中資金融機構）」「成就大獎 — 亞洲最佳債券銀
行」，獲得《財資》(The Asset)「最佳私人銀行 — 香港
（高端客戶）大獎」、《信報財經新聞》「金融服務卓越
大獎2021 — 卓越交易所買賣基金管理」等獎項，旗
下港元平衡混合型強積金榮獲理柏(Lipper)基金頒發
的「理柏(Lipper)基金香港年獎2021 — 最佳強積金三
年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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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註冊資本27.78億元。

中銀證券堅持科技賦能，深入推進業務轉型發展。
聚焦個人客戶財富管理需求，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
產品體系，完善財富管理綜合服務鏈條，提升投顧
服務能力。深化「投行＋商行」「投行＋投資」「境內
＋境外」優勢，錨定重點客群、重點行業，積極佈局
科技金融、綠色金融、鄉村振興等國家重點戰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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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實現多項「首單突破」，推動投行業務向交易驅
動型綜合金融服務轉型。資產管理業務向主動管理
轉型，客戶服務能力穩步增強，研究銷售品牌影響
力逐步提升。債券主承銷規模（不含地方政府債）位
列行業第12名，受託管理資產規模和淨收入分別位
列行業第3名、第14名，市場影響力持續提升。

獲得行業權威媒體授予的諸多獎項，投行業務榮
獲《新財富》「本土最佳投行」「最佳債權承銷投行」
「最佳IPO項目」「最具創造力項目」等四項大獎；資
管業務榮獲《證券時報》「中國證券業資管固收團隊
君鼎獎」「中國證券業資管ABS團隊君鼎獎」「中國證
券業固收資管計劃君鼎獎」及《中國基金報》「中國最
佳ABS類券商資管獎」「中國最佳券商資管創新產品
獎」；研究業務榮獲賣方分析師水晶球評選「進步最
快研究機構獎」等。

（欲進一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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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基金註冊資本1.00億元；資產總額55.79億元，
淨資產43.09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10.26億元。

中銀基金穩步拓展資產管理業務，盈利水平保持穩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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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綠色金融」領域，
發行上海清算所利率債指數基金，積極推動低碳經
濟主題、ESG中國債券等產品落地。加強科技相關
板塊投資研究和產品佈局，推進「專精特新」等主
題產品落地，為投資者提供分享科技成長紅利的投
資工具。打造「全球多資產專家」品牌，已佈局港股
通、QDII、互認基金等多類基金產品。加強新基金
發行，全年共發行新基金18隻。年末資產管理規模
4,993億元，其中，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3,983億
元，非貨幣理財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2,86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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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顧問和諮詢等資產管理相
關業務。年末中銀理財註冊資本100.00億元；資產
總額144.29億元，淨資產130.82億元。全年實現稅
後利潤26.09億元。

中銀理財貫徹落實集團「一體兩翼」戰略發展格局，
經營發展取得良好成效，對集團貢獻穩步提升。
2021年末，中銀理財受託管理規模突破1.71萬億
元，較上年末增長23.17%。產品體系不斷完善，涵
蓋現金管理、固收、固收增強、混合、權益五大投
資類型，覆蓋主要形態、期限與策略，產品業績表
現良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的能力持續提升。打造
「八大金融」相關主題產品體系，支持科技、綠色、
普惠等領域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內地與香港債券
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推出一系列「跨境理財通」、債
券「南向通」主題產品，外幣、跨境理財產品豐富度
和產品規模行業領先。第三方代銷渠道拓展取得突
破，實現中銀理財產品在12家其他銀行機構銷售，
他行代銷渠道獲客數超百萬人。大類資產配置持續
優化，戰略新興產業投資餘額同比增長77%。穩步
推進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理財業務合規展業，
風險防控堅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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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0億港元，淨資產44.07億港元。
全年實現毛保費收入27.27億港元，稅後利潤2.26億
港元。毛保費收入繼續在中國香港地區一般保險市
場位居前列，保費質量高於市場平均水平。

中銀集團保險深入貫徹集團戰略與規劃，圍繞服務
構建「一體兩翼」戰略發展格局，確立「與商業銀行深
度契合的、具有市場領導地位和特色的科技型區域
性財產保險公司」的戰略定位。發揮集團優勢，深化
銀保聯動協同，推動清單式營銷向縱深發展。鞏固
傳統財產險業務優勢，重點推進健康險業務，探索
由財務風險承擔者向健康管理者轉變，推出首款個
人健康險產品線上投保功能。深挖團體客戶潛力，
全面推廣B2B2C營銷模式。全面推動數字化轉型，新
核心系統成功上線，配套外圍系統有序推進。優化
線上產品體系，「線上超市」初具規模，本年度推出
5款產品在線投保功能，包括學宜無憂留學保險、
私家車險、周全家居綜合險、怡康醫療綜合險及「齊
起動」運動保險。全面梳理和優化業務流程，客戶服
務質量明顯提升。「雲端服務」持續優化，為客戶開
設雲端理賠綠色通道。推出「通關系列產品」和「大
灣區系列產品」，率先完成「港車北上」交強險及商
業險開發並提交保監局報備。倡導ESG理念，推動綠
色保險、綠色投資和綠色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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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人壽

本行通過中銀人壽在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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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99億港元，淨資產116.26億港元。全年實
現稅後利潤9.54億港元。在中國香港人壽保險市場
保持前列位置，人民幣保險業務持續領先同業。

中銀人壽持續推動產品結構轉型升級，大力拓展新
業務價值較高的終身壽險計劃及保障型產品，推出
「代代傳承終身壽險計劃」「非凡守護靈活自願醫保」
「薪火傳承終身壽險計劃」等新產品。持續擴大電
子渠道覆蓋面，有力推動行司交叉銷售聯動，合資
格延期年金市場佔有率保持前列。為創構嶄新的健
康生態圈，中銀人壽與全球智能手錶領先品牌、亞
洲及本地創科公司、網上社交平台及社福界跨行業
深度合作，建立多方共贏模式，持續為客戶創造新
價值和提升體驗，獨家引入「生理年齡模型BAM」算
法，融合遊戲、平台、公益與社交元素，鼓勵用戶
與家人一起建立健康生活習慣以降低生理年齡。為
建設養老場景生態圈，與中國澳門殷理基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推進珠海橫琴高端
康養項目「臻林」的業務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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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中銀保險註冊資本45.35億元；資產總額137.12
億元，淨資產49.20億元。全年實現保費收入57.71
億元，稅後利潤3.20億元。

中銀保險貫徹新發展理念，持續服務國家發展戰
略，圍繞集團「十四五」規劃，推動質量變革、效率
變革和動力變革，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助力實
體經濟發展，發揮關稅保證保險、國內貿易信用險
等特色產品優勢，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便利。響應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運用首台（套）綜合險支持科創
企業發展，助力國家重大技術裝備和智能製造技術
創新。深度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
設，增加應急管理、安全生產等領域責任險產品供
給，積極發揮保險社會治理作用。服務重點區域發
展戰略，實施差異化配套政策，為區域協調發展保
駕護航。全面落實集團綜合化經營戰略，積極融入
「八大金融」和「四大場景」建設，協助為集團客戶
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深化保險金融科技運
用，加快數字化轉型，推進智慧運營體系建設。完
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加強消費者宣傳教育和風
險提示，連續3年被監管機構評為「3‧15金融知識普
及月」活動的優秀組織單位。

連續21個季度銀保監會風險綜合評級（分類監管）評
價為A，連續兩年公司治理監管評估結果「較好」，
連續8年保持標準普爾評級A-、評級展望「穩定」。
獲評和訊網第19屆財經風雲榜「年度影響力保險公
司」「年度值得關注保險服務品牌」「年度值得關注保
險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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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中銀三星人壽註冊資本24.67億元；資產總
額492.75億元，淨資產30.90億元。全年實現規模保
費177.62億元，稅後利潤1.26億元。

中銀三星人壽業務保持快速增長，全年規模保費
同比增長35%，市場競爭力持續提升。優化業務結
構，風險保障和長期儲蓄類業務新單規模保費同比
增長99%。擴展線上線下業務渠道，在微信開通互
聯網保險商城，在遼寧、安徽開設省級分公司。加
速數字化轉型，開拓互聯網保險生態，完成私有雲
部署，建成數據中台、開放生態平台等基礎平台。
強化科技賦能，上線客服機器人、預核保機器人等
人工智能應用，實現移動客戶端7×24小時自助服
務，全面推進服務線上化、智能化。堅持回歸保險
本源，推出「中銀尊享家傳終身壽險」「中銀愛家保
（21版）特定疾病保險」「健康星重大疾病保險（互聯
網專屬）」「守護星醫療保險（互聯網專屬）」等特色產
品，將包含新冠肺炎保險責任的產品擴展至16款。
在2021年金鼎獎評選中蟬聯「年度卓越人壽保險公
司」，在《每日經濟新聞》「第六屆2021中國保險行業
風雲榜評選」中榮登「年度科技革新榜」，在新華網
「2021第八屆金融企業社會責任峰會」中獲評「社會
公益優秀企業」，在《國際金融報》「第四屆中國企業
社會責任先鋒論壇」中榮膺「2021年度ESG最具投資
價值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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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71億港元，淨資產747.98億港元。全年實現
稅後利潤69.0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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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集團投資積極應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和資
本市場振蕩的複雜形勢，認真落實「一體兩翼」發展
戰略，主動融入新發展格局，充分發揮綜合化經營
優勢，切實推動轉型發展。聚焦科技金融、綠色金
融，加大重點科技企業投資力度。密切關注「專精
特新」中小企業投資機會，積極開展雙碳主題下清
潔能源、新能源汽車、傳統行業綠色技術等領域的
研究和投資，投資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紐
迪瑞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第四範式（北京）技術有限
公司、上海拿森汽車電子有限公司、上海鎂信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興盛優選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武漢瀚海新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項目，成功退出
部份歷史投資項目。首次發行6億美元綠色債券，
長三角二期、大灣區二期基金籌設工作取得積極進
展。支持中國香港地區科創企業發展，關注中國香
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和投資機會，為中國香港地區經
濟社會發展貢獻中資企業力量。

中銀資產

本行通過中銀資產在中國內地經營債轉股及相關業
務。年末中銀資產註冊資本145.00億元，資產總額
848.68億元，淨資產179.66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
潤20.50億元。

中銀資產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通過債轉股幫
助企業改善運營，降低槓桿率，提升企業價值。綠
色金融特色彰顯，通過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募集社會
資金，落地風電、光伏、垃圾焚燒發電等多個新能
源企業債轉股項目，實現經濟、環境與社會效益有
機結合。聚焦成長型科技企業股權融資需求，通過
債轉股支持優質科創企業健康發展。打造集團風險
資產重組專業平台，通過持股平台等方式協助集團
有序化解不良。截至2021年末，本行累計落地市場
化債轉股業務1,860.68億元，其中年內新增落地金
額272.6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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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9億美元，淨資產52.66億美
元。儘管公司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對公司飛機價值以
及航空公司客戶現金流和應收賬款的影響，全年仍
實現稅後利潤5.61億美元。

中銀航空租賃致力於可持續增長，持續實施積極的
經營策略，穩步拓展飛機租賃市場。大力開發「一
帶一路」沿線市場，年末向相關國家和地區航空公
司出租的飛機佔公司飛機總數的64%。圍繞客戶需
求，持續增加自有機隊，全年共接收飛機52架（包
括7架由客戶在交機時購買的飛機），並全部簽訂長
期租約。全年簽署租約74個，新增客戶5名，客戶
總數達86家，遍及38個國家和地區。堅持優化資產
結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全年出售23架自有飛
機。2021年末，自有機隊的平均機齡為3.9年（賬面
淨值加權），是飛機租賃行業最年輕的機隊之一。

（欲進一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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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金租

本行通過中銀金租開展融資租賃、轉讓和受讓融
資租賃資產等相關業務。年末中銀金租註冊資本
108.00億元；資產總額372.14億元，淨資產106.84

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0.34億元。

中銀金租圍繞集團戰略目標，聚焦國家重點區域
和重點行業，堅持專業化、差異化和特色化經營理
念，突出金融租賃特色，做精做強租賃品牌。業務
涉及交通運輸、水利環境、能源生產供應、建築以
及製造業等行業，以實際行動支持提升實體經濟質
效。截至2021年末，融資租賃業務累計投放超400

億元，其中綠色租賃佔比28%。

消費金融

中銀消費金融

本行通過中銀消費金融在中國內地經營消費貸款業
務。年末中銀消費金融註冊資本15.14億元；資產總
額543.26億元，淨資產78.62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
潤8.44億元。

中銀消費金融秉持「建設新時代高質量消費金融公
司」理念，踐行國有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的責任擔當，
以科技應用為驅動，不斷提升客戶服務能力，切實
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截至2021年末，已設立27

家區域中心，線下線上業務覆蓋全國約400個城市、
900個縣域，搭建「線上與線下融合，金融與科技融
合」的一體化綜合經營平台；貸款餘額524.35億元，
比上年末增長56.90%；線上化轉型初見成效，線上
貸款餘額佔比35.06%，比上年末提升2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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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夯實和轉型發展並重，努力建設業務生態、提
升科技和風控能力。

榮獲行業權威媒體頒發的多個獎項，包括《證券時
報》「天璣獎 — 2021年度傑出消費金融公司」、《中
國經營報》「2021卓越競爭力普惠金融踐行金融機構
獎」、《上海報業集團︱界面新聞》「2021安心獎 — 

年度消費金融品牌」等獎項。

金融科技

中銀金科

本行通過中銀金科開展金融科技技術創新、軟件開
發、平台運營、技術諮詢等相關業務。年末中銀金
科註冊資本6.00億元；資產總額9.88億元，淨資產
6.58億元。

中銀金科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戰略，支持重
大工程及重點領域發展。參與企業級架構建設，
承擔反洗錢、授信體制改革、風控智能化、普惠金
融等重點工程，參與銀髮、教育、體育、交通、文
旅、醫療、宗教、住建等場景生態建設。服務集團
綜合化發展戰略，建設綜合經營管理系統，打造綜
合經營數據平台、資管平台等，提升集團整體協同
效果，推動綜合經營實現高質量發展。佈局重點區
域，支持經濟發展，成立湖北武漢、四川成都、海
南研發基地；以整體金融科技力量推動智慧海南、
雄安新區、長三角一體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
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城市及區域經濟建設。拓展服

務輸出，重點為銀行業協會建設人才庫管理系統，
為境內外銀行輸出反洗錢、信貸風控等領域科技服
務。加快內部數字化建設，推動工程工藝改革，榮
獲CMMI5軟件成熟度高級資質認證。

上榜國際數據公司(IDC)「2021 IDC中國FinTech 50榜
單」。持續加強創新研究，自研產品屢獲大獎，中銀
慧投榮獲2021年《亞洲銀行家》「中國最佳投資顧問
服務」獎；阡陌區塊鏈服務平台、復興壹號智慧黨
建平台分別榮獲2021年中國金融數字科技創新大賽
「綜合智能平台獎銀獎」「數字科技創新獎」。

服務渠道

本行堅持以客戶體驗為中心、數字化轉型為抓手，
加快推動全渠道轉型升級，打造更具場景整合能力
的線上渠道和更具價值創造活力的線下渠道，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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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行電子渠道
交易金額達到324.97萬億元，同比增長18.18%。其
中，手機銀行交易金額達到39.38萬億元，同比增長
22.00%，手機銀行非金融場景數達612個，手機銀
行月活客戶數達7,104萬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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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長率
企業網銀客戶數 648.12 543.51 19.25%
個人網銀客戶數 19,878.57 19,422.67 2.35%
手機銀行客戶數 23,518.05 21,055.24 11.70%

    

單位：億元人民幣（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21年 2020年 增長率
企業網銀交易金額 2,770,901.86 2,321,660.28 19.35%
個人電子銀行交易金額 456,744.06 405,204.97 12.72%
手機銀行交易金額 393,765.11 322,770.2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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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司金融客戶，加快數字化轉型，持續優化電
子渠道功能，打造集團綜合金融服務門戶。企業網
上銀行全新推出中銀理財、境內外幣匯劃、大額存
單、數字人民幣代發等24項產品，產品功能達十二
大類百餘項。新版企業網銀為核心的「智能環球交
易銀行」榮獲中國人民銀行「2020年度金融科技發
展獎二等獎」。企業手機銀行圍繞打造便捷高效、
智能交互、場景融合的移動綜合金融服務目標，已
上線轉賬匯劃、普惠融資、投資理財等50餘項高頻
服務功能。聚焦「場景融合」，打通小程序端普惠融
資服務、跨境撮合平台服務，為場景構建提供更為
便捷、靈活的渠道支持。2021年企業手機銀行交
易客戶同比增長113.85%。榮獲中國金融認證中心
(CFCA)「最佳企業手機銀行獎」。

面向個人金融客戶，堅持手機銀行「整合」「智能」
「開放」「互動」「特色」建設方向，持續優化功能、提
升體驗，積極推動個金業務數字化轉型。全新發佈
手機銀行7.0版，圍繞信用卡、私人銀行、養老等重
點客群，推出信用卡頻道、私人銀行專區、「歲悅
長情」適老版等專屬服務；聚焦財富金融，改版基
金模塊，推出基金PK、基金診斷等功能；新增線上
雙錄、通知存款「智惠存」簽約等功能；強化客戶信
息整合，新增收益報告、我的賬本、月度賬單等信
息整合類服務；豐富第三方商戶服務種類和內容資
訊，手機銀行生活頻道擴展合作夥伴「朋友圈」，涵
蓋便民生活、美食生鮮、交通出行、影音娛樂、在
線問診等領域，助力美好生活場景建設；打造「福
仔Lucky」IP形象，彰顯本行溫暖貼心、智能便捷、安
全可靠的全新服務形象。榮獲中國電子銀行網「綜
合智能平台金獎」、《中國經營報》「卓越競爭力手機
銀行」、《經濟觀察報》「年度卓越手機支付銀行」等
獎項。

持續提升線上渠道數字化風險控制能力。2021年，
「網禦」事中風控系統實時監控線上渠道交易76.9
億筆，同比增長24.1%；年末手機銀行數字化安全
認證工具開通客戶數達2,020萬戶，較上年末增長
66.94%。「網禦手機銀行實時反欺詐機器學習模型
應用實踐」榮獲中國電子銀行網「全場榮耀獎」。

線下渠道

深入推進網點轉型，持續豐富智能服務生態，推動
網點成為全渠道、全場景、全生態的營銷服務綜合
體。

加快網點數字化轉型。把握數字政務改革機遇，構
建「政務＋金融」雙向互通服務體系，在智能櫃台上

陸續推出社保、稅務等300餘項政務服務場景，從金
融場景切入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設，推動網點智
慧運營工作。推出「長三角智慧政務」服務，實現上
海、安徽兩地政務功能互聯互通，促進區域一體化
發展。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現非居民社保卡智
能化服務，助力粵澳民生加速融合。深化跨境生態
場景建設，擴展智能櫃台非居民服務場景，支持憑
護照辦理業務，推出多語言服務。積極拓展服務觸
點，推廣便攜式智能櫃台，支持網點主動「走出去」
服務營銷，提升金融服務的觸達力。持續優化產品
和服務，推出智能櫃台「數字借記卡」發卡和全面無
卡化服務，不斷改善客戶體驗。聚焦老年人等重點
客群，推出智能櫃台「長者版」服務模式，助力老年
人跨越數字鴻溝，提升智能金融服務的普惠性。

持續創新網點經營業態。先後在廣東首家推出「5G
智能＋灣區館」、在山西推出「5G智能＋文旅館」、
在安徽推出「5G智能＋生態館」，建設「技術應用＋
服務體驗＋場景鏈接＋生態融合」四位一體的智慧網
點。完善網點差異化管理體系，因地制宜制定特色
網點發展方案，打造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
融、跨境金融等「八大金融」特色網點，以及教育、
體育、養老服務示範點，細化網點資源差異化配置
策略，提升網點融入場景生態、實現價值創造的能
力。

提升企業級集約運營能力。升級集約運營平台並全
轄投產，健全運營中心內設生產線，完成首批業務
集中，加快構建集約共享的智慧運營服務體系。

2021年末，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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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2
家，中國內地非商業銀行機構總數520家，中國香
港澳門台灣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機構550家。

單位：台（百分比除外）
    

項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長率
ATM 27,729 33,314 (16.76%)
智能櫃台 32,367 31,96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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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建設

本行持續致力於建設「技術＋生態＋體驗＋數據」
的數字經濟時代競爭能力，加快推進數字化轉
型，培育科技引領新動能，打造金融服務新格局。
2021年，本行科技條線共有員工12,873人，佔比為
4.20%。其中中國內地商業銀行科技條線共有員工
8,189人，佔比為3.07%，平均年齡37歲，本科以上
學歷佔比94%。本行信息科技投入為186.18億元。

順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強化頂層設計。根據集團
「十四五」規劃全面數字化轉型戰略要求，制定《中
國銀行「十四五」金融科技規劃》，圍繞「夯實基礎支
撐、賦能業務發展、佈局未來能力」主線，以數據為
驅動、金融科技為手段，改造傳統商業銀行模式，
推動集團營銷、產品、渠道、運營、服務、風控、
管理等領域重塑再造，打造「數字中銀」。

完善科技治理架構，統籌推進轉型發展。成立金融
數字化委員會，統籌推進集團數字化發展、金融科
技、數據治理、信息科技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等工
作。優化研發機構佈局，2021年中銀金融科技在湖
北武漢、四川成都、海南成立研發基地，負責區域
「金融＋產業」「金融＋政務」等場景的落地實施，支
持重點區域發展。

建設IT「新基建」，夯實數字化基礎。全力推進「綠洲
工程」(OASIS)建設，強化企業級業務架構與IT架構頂
層設計，樹立企業級中台發展理念，提升全集團共
享複用能力，加強對戰略目標的承載支撐和對業務
發展、產品創新、市場變化的敏捷響應。項目一期
首批已完成業務實現方案研究、業務建模和IT開發測
試，全面進入投產準備階段。基礎技術平台建設取
得重要進展，自研企業級分佈式技術平台「鴻鵠」、
DevOps雲平台「扶搖」、智能運維平台「九天」、移動
開發框架「瀚海」、大數據開發框架「星漢」相繼投
產，科技基礎支撐能力、科技自主可控能力、科技
敏捷開發能力大幅提升，平台化、服務化、標準化
的IT架構轉型初見成效。

加快科技賦能，支持業務提質增速。發佈手機銀
行7.0，形成「金融＋場景」「科技＋關愛」「智能＋專
業」「全球＋全景」特色，打造綜合營銷服務平台，
構建閉環數字化營銷體系。初步建成線上化、智能
化、開放式的對公綜合金融服務平台 — 智能環球
交易銀行(iGTB)平台，跨境匯款、供應鏈融資等服務
實現全流程線上化。普惠金融持續豐富線上融資產
品，線上融資餘額較上年末增長逾26倍。量化交易
平台獲得外匯交易中心合格交易機構認證，相繼投
產貴金屬、結售匯、現券、人民幣IRS等業務。打擊
治理電信網絡詐騙，智能風控平台「網禦」持續優化
涉詐銀行賬戶風險監測攔截模型，日均監控交易量
上億筆。集約運營平台完成全轄推廣，實現流程、

數據、風控的統一共享，業務處理效率提升60%以
上。移動辦公平台「行信」用戶已達28萬人，支持應
用217個，實現組織在線、溝通在線、流程在線，數
字化協同辦公能力大幅提升。

建設開放金融生態，創新業務模式。聚焦跨境、教
育、體育、銀髮等惠民場景，共計觸達用戶超過1億
次。發佈「中銀跨境GO」APP、「中銀指南針」非居民
小程序，跨境生態特色優勢進一步鞏固。發佈中銀
老年大學，累計點擊學習量80萬次，為服務銀髮客
群作出積極貢獻。手機銀行總部級商戶持續增加，
交易月活已衝至主要同業前列。

深化新技術應用，成果轉化價值凸顯。進一步豐富
企業級人工智能技術服務體系，搭建機器學習、生
物識別、語音識別、機器人和知識庫五大平台，廣
泛應用於智能運營、智能營銷、智能投資、智能風
控等業務領域。數據治理框架基本建成，實現「統一
數據、統一架構、統一生態」，數據湖和數據倉庫沉
澱數據資產約15PB，提供分析師平台、統一數據門
戶等服務，數據分析挖掘能力更貼近業務一線和客
戶服務，持續釋放數據要素潛能。區塊鏈技術平台
持續升級，獲得專利授權15件，已支持跨境結算、
貿易融資、民生扶貧、債券發行等多個業務應用。
創新應用5G消息、外語翻譯機、服務機器人等先進
技術，服務智慧冬奧、綠色冬奧。

本行6項科技成果獲得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獎，其
中海外分佈式核心銀行項目獲得一等獎。專利申請
量累計達4,569件，2021年新獲得專利授權194件，
專利質量、影響力、研發能力位居國內同業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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