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信息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

（银监发[2013]33号）附件 2《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的

规定披露。 

资本构成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356,407  353,495 X18 

2 留存收益 1,080,531  1,022,682  

2a 盈余公积 151,362  150,752 X21 

2b 一般风险准备 222,520  221,622 X22 

2c 未分配利润 706,649  650,308 X23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130,888  120,035  

3a 资本公积 152,193  144,874 X19 

3b 其他  (21,305) (24,839) X24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

适用于非股份公司，股份制公司的银

行填 0 即可） -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135  2,191 X25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571,961  1,498,403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8,620  8,487 X16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

除递延税负债） 

                               

1,422  1,279 X14-X15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

递延税资产 

                                      

-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

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3,839) (3,796) X20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

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

延税项负债） 

                                      

-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

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    -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不适用  不适用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

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  

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银

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

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

扣除金额 

                                      

-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

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

额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

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金

额 

                                      

-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

心一级资本投资 

                               

5,700  5,700 X11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

心一级资本缺口 

                                      

-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合计 

                                      

-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

的未扣缺口 

                                      

-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11,903  11,670  

29 核心一级资本 1,560,058  1,486,733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4,428  34,428  

31 其中：权益部分 34,428  34,428 X28 

32 其中：负债部分 -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

具 

                                      

-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83  72 X26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

资本的部分 

                                      

-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34,611  34,500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

本 - -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

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

他一级资本投资 -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

他一级资本缺口 - -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  

44 其他一级资本 34,611 34,500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

本） 1,594,669 1,521,233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67,233  187,829 X17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144,158  164,752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063  242 X27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

分 

                                      

-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72,574  118,633 X02+X04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240,870  306,704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

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的二级资本 13,600 15,800 X10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

级资本投资 -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

资本缺口 -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13,600 15,800  

58 二级资本 227,270 290,904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1,821,939  1,812,137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12,860,745  12,475,939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13% 11.92%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40% 12.19%  

63 资本充足率 14.17% 14.53%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3.5% 3.5%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 2.5%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

本要求 1% 1%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

权资产的比例 7.13% 6.92%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6%  

71 资本充足率 8%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

资未扣除部分 46,431  33,067 

X05+X06

+X08+X0

9+X12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

资未扣除部分 

                             

25,413  26,658 X07+X13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不适用  不适用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

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21,815  24,569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额 

                             

16,905  15,541 X01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

失准备的数额 

                               

6,254  9,684 X02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

失准备金额 

                           

250,234  242,040 X03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

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66,320  108,949 X04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

一级资本的数额 

                                      

-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

级资本的数额 

                                      

-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

一级资本的数额 

                                      

-    -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

级资本的数额 

                                      

-    -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

资本的数额 

                           

144,158  164,752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

级资本的数额 

                             

33,739  17,932  

 

  



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银行公布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银行公布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615,260  3,615,260  3,523,622 3,523,62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款项 280,370  273,173  304,273 298,128 

贵金属 115,198  115,198  95,950 95,950 

拆出资金 502,982  502,982  478,503 478,50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422,960  

                             

422,934  346,828 346,765 

衍生金融资产 69,657  69,657  24,048 24,048 

买入返售款项 1,040,068  1,040,068  468,462 468,452 

客户贷款及垫款 11,374,947  11,374,213  10,768,750 10,767,79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38,093  1,421,006  1,188,288 1,176,369 

持有至到期投资 2,646,489  2,645,722  2,566,390 2,565,606 

应收款项类投资 375,282  353,322  331,731 319,108 

长期股权投资 27,577  33,277  28,919 34,619 

固定资产 180,038  180,001  171,434 171,393 

在建工程 24,675  24,651  24,804 24,7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037  22,037  24,758 24,758 

其他资产 281,662  274,825  263,193 256,829 

资产合计 22,417,295  22,368,326  20,609,953 20,576,732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332  332  631 631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 

                       

2,123,898  

                          

2,123,898  1,106,776 1,106,776 

拆入资金 438,877  438,877  432,463 432,46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499,095  

                             

499,081  589,385 589,346 

衍生金融负债 66,790  66,790  24,191 24,191 

卖出回购款项 330,933  326,585  380,957 377,037 

存款证 145,450  145,450  176,248 176,248 

客户存款 16,287,768  16,289,592  15,556,601 15,559,727 

应付职工薪酬 23,486  23,282  28,148 27,982 

应交税费 50,178  50,127  72,278 72,207 

已发行债务证券 284,903  284,903  279,590 279,5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4  222  451 189 

其他负债 551,474  510,358  424,930 396,907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银行公布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银行公布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负债合计 20,803,658  20,759,497  19,072,649 19,043,294 

股东权益     

股本 356,407  356,407  353,495 353,495 

其他权益工具 34,428  34,428  34,428 34,428 

其中：优先股 34,428  34,428  34,428 34,428 

资本公积 152,193  152,193  144,874 144,874 

其他综合收益  (20,608)  (21,305) (24,548) (24,839) 

盈余公积 151,362  151,362  150,752 150,752 

一般准备 222,520  222,520  221,622 221,622 

未分配利润 706,723  706,649  650,236 650,3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603,025  1,602,254  1,530,859 1,530,640 

少数股东权益 10,612  6,575  6,445 2,798 

股东权益合计 1,613,637  1,608,829  1,537,304 1,533,438 

 

  



 

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客户贷款及垫款 11,374,213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1,641,352   

减：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6,905  X01 

其中：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

失准备的数额 6,254  X02 

减：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250,234  X03 

其中：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

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66,320  X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21,006  

债券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1,286,381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

的二级资本 

                                             

5,895  X05 

其他债务工具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128,560   

权益投资 6,065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未扣除部分 

                                                

467  X06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未扣除部分 

                                                

148  X07 

 

持有至到期投资 2,645,722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2,427 X08 

 

应收款项类投资 353,322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37,549 X09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13,600 X10 

 

长期股权投资 33,277  

其中：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

级资本投资 5,700 X11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

扣除部分 93 X12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

扣除部分 25,265 X13 

 

其他资产 274,825   

应收利息 115,399   

无形资产 21,639  X14 

其中：土地使用权 20,217  X15 

其他应收款 84,329   

商誉 8,620  X16 

长期待摊费用 4,591   

抵债资产 4,386   

其他 35,861   

 

已发行债务证券 284,903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部分 167,233 X17 

 

股本 356,407 X18 

 

其他权益工具 34,428  

其中：优先股 34,428 X28 

 

资本公积 152,193 X19 

 

其他综合收益 (21,305) X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11,447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3,896)  

其中：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

套期形成的储备 (3,839) X20 

分占联营及合营公司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8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8,945)  

 

盈余公积 151,362 X21 

 

一般准备 222,520 X22 

 

未分配利润 706,649 X23 

 

少数股东权益 6,575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4,135 X25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183 X26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 1,063 X27 



2015年中期合格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1 发行机构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601398 1398 4603 4604 84602 

3 适用法律 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香港 /香港

《证券及期货条

例》 

境外优先股的设

立和发行及境外

优先股附带的权

利和义务（含非

契约性权利和义

务）均适用中国

法律并按中国法

律解释 

境外优先股的设

立和发行及境外

优先股附带的权

利和义务（含非

契约性权利和义

务）均适用中国

法律并按中国法

律解释 

境外优先股的设

立和发行及境外

优先股附带的权

利和义务（含非

契约性权利和义

务）均适用中国

法律并按中国法

律解释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过渡期

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5 其中：适用《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过渡期

结束后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

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普通股 普通股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 

8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

（单位为百万，最近一

期报告日） 

人民币 336,209 人民币 169,200 折人民币 17,928 折人民币 4,542 人民币 11,958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人民币 266,700 人民币 86,795 美元 2,940 欧元 600 人民币 12,000 

10 会计处理 股本、资本公积 股本、资本公积 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 

11 初始发行日 2006 年 10 月 19

日 

2006 年 10 月 19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

或永续） 

永续 永续 永续 永续 永续 

13 其中：原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

批） 

否 否 是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

有时间赎回日期）

及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第一个赎回日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全额或部分 

第一个赎回日为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全额或部分 

第一个赎回日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全额或部分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

（如果有） 

不适用 不适用 第一个赎回日后

的每年 12 月 10

日 

第一个赎回日后

的每年 12 月 10

日 

第一个赎回日后

的每年 12 月 10

日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

息/分红 

浮动 浮动 固定到浮动 固定到浮动 固定到浮动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

关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为 6%（股

息率）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为 6%（股

息率）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为 6%（股

息率）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

制动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是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

消分红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部分自由裁量 部分自由裁量 部分自由裁量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

励机制 

否 否 否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是 是 是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转换触发条

件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或二

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或二

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或二

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全部转股还

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发生

时可全部转股或

部分转股，二级

资本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全部转

股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发生

时可全部转股或

部分转股，二级

资本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全部转

股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发生

时可全部转股或

部分转股，二级

资本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全部转

股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转换价格确

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审议通过其发

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 议 公 告 日

（2014年7月25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本行H股普

通股股票交易均

价作为初始转股

价格 

以审议通过其发

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 议 公 告 日

（2014年7月25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本行H股普

通股股票交易均

价作为初始转股

价格 

以审议通过其发

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 议 公 告 日

（2014年7月25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本行H股普

通股股票交易均

价作为初始转股

价格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是否为强制

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强制的 强制的 强制的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转换后工具

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29 其中：若可转股，则

说明转换后工具

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 本行 本行 

30 是否减记 否 否 否 否 否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

明减记触发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

明部分减记还是

全部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3 其中：若减记，则说

明永久减记还是

暂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4 其中：若暂时减

记，则说明账

面价值恢复

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

偿顺序更高级的工具

类型） 

受偿顺序排在存

款人、一般债权

人、次级债权人

之后 

受偿顺序排在存

款人、一般债权

人、次级债权人

之后 

受偿顺序排在所

有债务及本行发

行或担保的、分

配顺序在境外优

先股之前的资本

工具之后，与具

有同等清偿顺序

的资本工具具有

同等的清偿顺序 

受偿顺序排在所

有债务及本行发

行或担保的、分

配顺序在境外优

先股之前的资本

工具之后，与具

有同等清偿顺序

的资本工具具有

同等的清偿顺序 

受偿顺序排在所

有债务及本行发

行或担保的、分

配顺序在境外优

先股之前的资本

工具之后，与具

有同等清偿顺序

的资本工具具有

同等的清偿顺序 

36 是否含有暂时的不合格

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

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5年中期末合格资本工具主要特征（续）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二级 

资本工具 

二级 

资本工具 

1 发行机构 工银亚洲 本行 

2 标识码 ISIN: XS0976879279 

BBGID:BBG005CMF4N

6 

1428009 

3 适用法律 除债券与从属关系有关

条文须根据香港法律管

辖并按其诠释外，债券

及因债券而产生或与债

券有关的任何非合约责

任须受英国法律管辖并

按其诠释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过渡

期规则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5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过渡

期结束后规则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工具 二级资本工具 

8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单位为

百万，最近一期报告日） 

折人民币 3,101 人民币 19,974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美元 500 人民币 20,000 

10 会计处理 已发行债务证券 已发行债务证券 

11 初始发行日 2013 年 10 月 10 日 2014 年 8 月 4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期日 2023 年 10 月 10 日 2024 年 8 月 5 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批）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时间

赎回日期）及额度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全

额 

2019 年 8 月 5 日，全额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果

有） 

不适用 不适用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分红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 4.50%  5.80%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

制 

否 否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

或派息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二级 

资本工具 

二级 

资本工具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累计 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

换触发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

部转股还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

换价格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

否为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

换后工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29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

换后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是 是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

触发点 

工银亚洲或本行无法生

存 

本行无法生存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部分

减记还是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33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永久

减记还是暂时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4 其中：若暂时减记，则

说明账面价值恢复

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

更高级的工具类型） 

受偿顺序排在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之后，与其

他次级债务具有同等的

清偿顺序 

受偿顺序排在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之后，与其

他次级债务具有同等的

清偿顺序 

36 是否含有暂时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以下信息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

令 2015年第 1号）附件 3《杠杆率披露模板》的规定披露。 

 

与杠杆率监管项目对应的相关会计项目以及监管项目与会计项目的差异 

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1 并表总资产          22,417,295  

2 并表调整项             (48,969)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50,654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27,02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1,581,391  

7 其他调整项             (11,903)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4,015,488  

 

杠杆率水平、一级资本净额、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及相关明细项目信息 

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1,526,495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11,903)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除

外）          21,514,592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33,142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39,993  

6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7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8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7,999)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61,589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6,414)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120,311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772,174  

13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4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27,020  

15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6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799,194  

17 表外项目余额           2,958,151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1,376,760)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1,581,391  



20 一级资本净额           1,594,669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4,015,488  

22 杠杆率 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