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報告

1422021年年度報告

普華永道中天審字(2022)第10008號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一、 審計意見

（一） 我們審計的內容

我們審計了後附第151頁至第329頁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銀行”）的會計報表，包括
2021年12月31日的合併及母公司資產負債表，2021年度的合併及母公司利潤表、合併及母公司現金流

量表、合併及母公司所有者權益變動表以及會計報表注釋。

（二）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後附的會計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製，公允反映了中國銀行 

2021年12月31日的合併及母公司財務狀況以及2021年度的合併及母公司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二、 形成審計意見的基礎

我們按照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的規定執行了審計工作。審計報告的“注冊會計師對會計報表審計的責

任”部分進一步闡述了我們在這些準則下的責任。我們相信，我們獲取的審計證據是充分、適當的，為發表

審計意見提供了基礎。

按照中國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我們獨立於中國銀行，並履行了職業道德方面的其他責任。

三、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我們根據職業判斷，認為對本期會計報表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的應對以對會計

報表整體進行審計並形成審計意見為背景，我們不對這些事項單獨發表意見。

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的關鍵審計事項匯總如下：

（一） 發放貸款和墊款的預期信用損失計量

（二）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估值

（三） 結構化主體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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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三、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在審計中如何應對關鍵審計事項

（一）發放貸款和墊款的預期信用損失計量

參見會計報表注釋四、5.6，注釋五、1，注釋七、
6，15，41及注釋十一、2.3。

於2021年12月31日，中國銀行合併資產負債表中發
放貸款和墊款賬面價值人民幣153,224.84億元。其
中，總額人民幣153,193.94億元的以攤余成本計量
的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人民幣3,517.95億元的以公
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發放貸款
和墊款，以及相應的應計利息需進行預期信用損失
計量；管理層確認的損失準備余額人民幣3,905.41

億元。中國銀行合併利潤表中確認的2021年度發放
貸款和墊款信用減值損失為人民幣982.98億元。

中國銀行通過評估發放貸款和墊款的信用風險自初
始確認後是否顯著增加，運用三階段減值模型計量
預期信用損失。對於階段一、階段二和單項金額相
對不重大的階段三（已減值）貸款和墊款，中國銀行
運用包含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和違約風險敞口等
關鍵參數的風險參數模型法評估預期信用損失準
備；對於單項金額相對重大的階段三的貸款和墊
款，中國銀行通過預估未來與該筆貸款相關的現金
流，逐筆單項評估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發放貸款和墊款預期信用損失準備計量所包含的重
大管理層判斷和假設主要包括：

(1) 將具有類似信用風險特征的貸款和墊款劃入同
一個組合，選擇恰當的模型，並確定計量相關
的關鍵參數；

(2)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違約和已發生信用減值的
判斷標準及應用；

(3) 用於前瞻性計量的經濟指標、經濟情景及其權重
的採用；

(4) 對於單項金額相對重大的階段三貸款和墊款的未
來現金流預測。

我們瞭解及評價了中國銀行與發放貸款和墊款損失準
備相關的內部控制和評估流程，並通過考慮固有風險因
素，包括減值損失準備估計不確定性的程度、運用模型
估計的複雜性、重大管理層判斷和假設的主觀性，以及
其可能受管理層偏向影響的敏感性，評估了重大錯報的
固有風險。

我們對中國銀行發放貸款和墊款預期信用損失準備計量
相關關鍵內部控制設計及運行的有效性進行了評估和測
試，主要包括以下環節的相關定期評估和審批：

(1) 預期信用損失模型管理相關的內部控制，包括模
型方法論的選擇、模型優化、關鍵參數更新的審批
及應用，以及模型回溯測試等持續監控；

(2) 管理層重大判斷和假設相關的內部控制，包括組
合劃分、參數估計、信用風險顯著增加、違約和已
發生信用減值判斷的標準及應用，以及前瞻性計
量使用的經濟指標、經濟情景及其權重的採用；

(3) 對於單項金額相對重大的階段三貸款和墊款，與
未來現金流預測和現值計算相關的內部控制；

(4) 與模型計量使用的關鍵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相
關的內部控制；

(5) 預期信用損失計量相關的信息系統內部控制，包
括系統的一般控制環境、系統間數據傳輸、模型參
數應用及減值計算的自動控制。

在信用風險專家的協助下，我們對發放貸款和墊款預期
信用損失準備所使用的模型方法論、計量所採用的重大
判斷和假設、所運用的數據和關鍵參數進行了評估，執
行了實質性程序，主要包括：

(1) 我們根據貸款和墊款的風險特征，結合中國銀行
的風險管理實踐，通過行業比較，評估了組合劃
分及不同組合的預期信用損失模型方法論的合理
性。我們抽樣測試了模型的運算，以測試模型計量
引擎是否恰當地反映了中國銀行的模型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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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三、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在審計中如何應對關鍵審計事項

（一）發放貸款和墊款的預期信用損失計量（續）
中國銀行的發放貸款和墊款預期信用損失準備金額重
大且計量具有高度的估計不確定性，使用了複雜的模
型，涉及重大管理層判斷和假設，並運用了大量的數
據和參數，具有重大的固有風險，因此我們確定其為
關鍵審計事項。

(2) 我們抽樣檢查了預期信用損失模型錄入數據的準
確性和完整性，包括歷史及評估基準日的如下數
據：

(i) 針對違約概率，檢查了借款人信用評級認定
相關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等支持性材料、貸
款逾期情況等；

(ii) 針對違約損失率，檢查了貸款擔保方式、抵
質押物類型、歷史實際損失率等；

(iii) 針對違約風險敞口，通過核對貸款合同等材
料，檢查了借款人的貸款余額、利率、到期
日與還款方式等。我們還對預期信用損失模
型中的信用風險敞口總額與其他信息系統中
的數據進行了核對。

(3) 對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我們對重大敞口通過
獨立進行回溯測試，將歷史期間預期的違約及違
約損失情況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以評估參數的
合理性。

(4) 我們抽取貸款樣本，基於管理層已獲得的借款人財
務和非財務信息以及其他外部證據，考慮借款人的
信用風險狀況及中國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等因素，評
估了管理層就貸款信用風險顯著增加、違約和已發
生信用減值貸款判斷標準應用及階段劃分的恰當性。

(5) 對於前瞻性計量，我們評估了管理層結合統計分析
及專家判斷，選取經濟指標、確定經濟場景及權重
的方法和結果；通過回溯測試及對比市場公開第三
方機構預測值，評估了經濟指標預測值判斷的合理
性；同時，對不同經濟場景下的經濟指標、經濟場
景權重進行了敏感性測試。

(6) 對於單項金額相對重大的階段三貸款，我們選取樣
本，檢查了管理層基於借款人和擔保人的財務信
息、抵質押物的最新評估價值、其他已獲得信息，
考慮未來各種可能因素而得出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
及折現率而計算的損失準備的合理性。

我們檢查並評估了會計報表披露中與預期信用損失評估
相關的披露。

基於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已獲取的證據能夠支持管理層
在計量貸款和墊款預期信用損失時所使用的模型、採用
的重大判斷和假設及所運用的相關數據和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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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三、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在審計中如何應對關鍵審計事項

（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估值

參見會計報表注釋四、5.4，注釋五、2，注釋七、7

及注釋十一、5.1。

於2021年12月31日，中國銀行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投資余額為人民幣5,616.42

億元，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的金融投資余額為人民幣23,898.30億元，共佔總資
產比例為11.04%。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中，
(1)採用活躍市場中的報價計量（未經調整）的公允價
值第一層級佔15.47%；(2)使用估值技術計量並採
用了市場可觀察輸入值劃分為公允價值第二層級佔
79.24%；(3)使用對估值產生重大影響的不可觀察輸
入值而被劃分為公允價值第三層級佔5.29%，主要
包括中國銀行持有的未上市股權及基金投資。

由於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金額重大，且中國
銀行在對第三層級金融投資估值時需管理層做出
重大判斷和假設，包括選擇並確定不可觀察輸入值
等，因此我們確定其為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瞭解及評價了中國銀行與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
資估值相關的內部控制和評估流程，並通過考慮不同公允
價值層級固有風險因素，包括公允價值估計不確定性的程
度、估值技術和模型的複雜性、管理層選取估值技術、模
型和輸入值的判斷和假設的主觀性，以及其可能受管理層
偏向影響的敏感性，評估了重大錯報的固有風險。

我們評估並測試了管理層與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
資估值相關的關鍵內部控制設計和運行的有效性，包括
獨立價格驗證、模型驗證和審批、估值結果的復核和審
批，以及系統的一般控制環境、市場數據等輸入值的系
統接口及自動計算等內部控制。

我們選取樣本，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估值執行
的實質性程序主要包括：

(1) 通過比對市場相關數據，對第一層級金融投資估
值進行了測試；

(2) 針對第二層級和第三層級金融投資，

(i) 根據產品特征，基於我們的行業實踐經驗以
及對標市場通用模型，評估了中國銀行估值
模型的適當性；

(ii) 對採用了市場可觀察輸入值的第二層級金融
投資，通過比對市場相關數據，測試了輸入
值的準確性；

(iii) 對使用了不可觀察輸入值的第三層級金融
投資，在我們內部估值專家的協助下，瞭解
管理層輸入值的選取方法，檢查了相關輸入
值包括流動性折扣、折現率、期望股利等的
支持性材料，對比市場可供選擇的其他輸入
值，評估管理層選取的輸入值的合理性和適
當性，並對不可觀察輸入值進行敏感性測試；

(iv) 在我們內部估值專家的協助下，執行了獨立
估值程序。

我們檢查並評估了會計報表披露中與金融投資公允價值
相關的披露。

基於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已獲取的審計證據能夠支持管
理層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投資的估值，包括所做出
的判斷及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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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三、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在審計中如何應對關鍵審計事項

（三）結構化主體的合併

參見會計報表注釋四、3，注釋五、7，注釋七、48。

結構化主體主要包括中國銀行在中國內地發行、管

理和╱或投資的理財產品、資產證券化產品、基金、

信託計劃和資產管理計劃。於2021年12月31日，中

國銀行在未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範圍的結構化主體

中的權益主要包括(1)中國銀行發起的理財產品和

公募基金及資產管理計劃的規模余額分別為人民

幣17,107.50億元和人民幣4,874.38億元；(2)直接投

資於第三方金融機構發起的基金、信託投資及資產

管理計劃、資產支持證券的賬面余額分別為人民幣
689.14億元、122.68億元和1,250.81億元。

中國銀行確定是否合併結構化主體是基於管理層對

結構化主體控制的評估，包括對結構化主體所擁有

的權力；通過參與結構化主體的相關活動而享有的

可變回報；以及有能力運用對結構化主體的權力影

響中國銀行回報金額的評估結果。

我們考慮到對結構化主體控制的評估涉及重大判

斷，且結構化主體的金額重大，我們確定其為關鍵

審計事項。

針對中國銀行與結構化主體的合併相關關鍵內部控制的

設計和運行的有效性，我們進行了評估和測試，包括管

理層對交易結構、合同條款、可變回報的評估及計算以

及合併評估結果的復核與審批等。

我們選取樣本，對結構化主體的合併執行的實質性程序

主要包括：

(1) 通過檢查結構化主體合同條款，瞭解了其設立的

目的，檢查了交易結構並識別相關活動的決策機

制，評估了中國銀行及其他參與方的合同權利和

義務，以評估中國銀行對結構化主體的權力。

(2) 基於合同條款，檢查了中國銀行的投資收益、手續

費收入、資產管理費、留存剩余收益金額以及是

否對結構化主體提供了流動性支持或其他安排，

執行了獨立的可變回報分析和測試，以評估中國

銀行是否通過參與結構化主體的相關活動而享有

可變回報。

(3) 為評估中國銀行是否有能力運用權力影響回報金

額，我們分析了中國銀行對結構化主體決策權的

範圍、獲得的報酬水平、因持有結構化主體中的其

他權益所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以及其他參與方持

有的實質性權利等，評估了中國銀行在結構化主

體交易中擔任主要責任人還是代理人的角色。

我們檢查並評估了會計報表披露中與結構化主體的合併

相關的披露。

基於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已獲取的審計證據能夠支持管

理層對結構化主體的合併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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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四、 其他信息

中國銀行管理層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中國銀行2021年年度報告中涵蓋的信息，但不包括會計報

表和我們的審計報告。

我們對會計報表發表的審計意見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也不對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會計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會計報表或

我們在審計過程中瞭解到的情況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報。基於我們已經執行的工作，如果

我們確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報，我們應當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無任何事項需要報告。

五、 管理層和治理層對會計報表的責任

中國銀行管理層負責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製會計報表，使其實現公允反映，並設計、執行和維護必

要的內部控制，以使會計報表不存在由於舞弊或錯誤導致的重大錯報。

在編製會計報表時，管理層負責評估中國銀行的持續經營能力，披露與持續經營相關的事項（如適用），並

運用持續經營假設，除非管理層計劃清算中國銀行、終止運營或別無其他現實的選擇。

治理層負責監督中國銀行的財務報告過程。

六、 注冊會計師對會計報表審計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會計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舞弊或錯誤導致的重大錯報獲取合理保證，並出具包含審計

意見的審計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並不能保證按照審計準則執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報存在

時總能發現。錯報可能由於舞弊或錯誤導致，如果合理預期錯報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會計報表使用者

依據會計報表作出的經濟決策，則通常認為錯報是重大的。

在按照審計準則執行審計工作的過程中，我們運用職業判斷，並保持職業懷疑。同時，我們也執行以下工

作：

（一） 識別和評估由於舞弊或錯誤導致的會計報表重大錯報風險；設計和實施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並

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作為發表審計意見的基礎。由於舞弊可能涉及串通、偽造、故意遺漏、

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未能發現由於舞弊導致的重大錯報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由於錯誤導

致的重大錯報的風險。

（二） 瞭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恰當的審計程序。

（三） 評價管理層選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和作出會計估計及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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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續）

六、 注冊會計師對會計報表審計的責任（續）

（四） 對管理層使用持續經營假設的恰當性得出結論。同時，根據獲取的審計證據，就可能導致對中國銀行

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得出結論認為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審計準則要求我們在審計報告中提請報表使用者注意會計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如果

披露不充分，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基於截至審計報告日可獲得的信息。然而，未

來的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中國銀行不能持續經營。

（五） 評價會計報表的總體列報（包括披露）、結構和內容，並評價會計報表是否公允反映相關交易和事項。

（六） 就中國銀行中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信息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對合併會計報表發表審計意

見。我們負責指導、監督和執行集團審計，並對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我們與治理層就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和重大審計發現等事項進行溝通，包括溝通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的

值得關注的內部控制缺陷。

我們還就已遵守與獨立性相關的職業道德要求向治理層提供聲明，並與治理層溝通可能被合理認為影響我們獨

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相關的防範措施（如適用）。

從與治理層溝通過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會計報表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我們

在審計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禁止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少數情形下，如果合理預期在審計

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在公眾利益方面產生的益處，我們確定不應在審計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冊會計師

何淑貞（項目合伙人）

中國•上海市 注冊會計師
2022年3月29日 朱宇

注冊會計師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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