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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制备，未经独立验证。本资料未明示或暗示任何陈述

或保证，本资料所表述或包含的信息的准确性、公正性或完整性也不应被依赖。因本资料

中表述或包含的任何信息不论以何种方式引起的任何损失，公司及其任何联属公司、顾问

或代表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材料包含部分“前瞻性判断”，涉及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并且是在对公司及

公司所处行业的现有预期、假设和预测（合称“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的。除法律另有要

求外，公司不承担任何对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以反映日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的义务，也不

承担对其预测作出相应变更的义务。尽管公司相信该等前瞻性声明中所述的预测是合理的，

但其并不能向阁下保证其作出的预测在将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投资者应注意实际发生的

结果可能与预测的结果有差别，不应依赖本资料中所含的任何展望性语言。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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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财务指标 财务业绩

2015 2014

拨备前利润（RMB，亿元） 4,502 4,183 7.62%

净利润（RMB，亿元） 2,777 2,763 +0.52%

基本每股收益（RMB，元） 0.77 0.78 -1.28%

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 17.10% 19.96% -2.86%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1.30% 1.40% -10 bps

净利息收益率 2.47% 2.66% -19 bps

变动

*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4月起采用资本计量高级法计算

不良贷款率 1.50% 1.13% +37 bps

拨备覆盖率 156.34% 206.90% -50.56%

资本充足率 * 15.22% 14.53% +69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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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利息净收入增长稳定 财务业绩

项目 （单位：%） 2015 2014 变化

 生息资产收益率 4.24% 4.58% -34bps

 计息负债付息率 1.94% 2.12% -18bps

 净利息差 2.30% 2.46% -16bps

 净利息收益率 2.47% 2.66% -19bps

利息收入8,718亿元，增长2.6%

RMB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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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亿元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34亿元

同比增长 8.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规范、健康增长 财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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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1

各项资本指标表现良好 财务业绩

20,121

15,212

15.22% 14.53%

12.87% 11.92%

17,811

14,867

 总资本净额

 一级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提升69个BP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提升95个BP

2015.12.31 2014.12.31

RMB亿元

 本行于 2015 年9 月在

境外市场定价发行 20 

亿美元二级资本债券用

于补充二级资本

 本行于 2015 年11 月非

公开发行了4.5 亿股境内

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450 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其他一级资本

13.48% 12.19%

一级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提升129个BP

1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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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合理把握贷款投向和节奏 业务发展

各项贷款余额119,335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8.2%

RMB亿元

个人贷款

票据贴现

公司贷款

个人贷
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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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质量保持总体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在合理水平 业务发展

RMB亿元 2015.12.31 2014.12.31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 不良率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 不良率

公司贷款 78,695 1,353 1.72% 76,125 923 1.21% 

票据贴现 5,221 5.24 0.10% 3,503 0.71 0.02%

个人贷款 35,419 437 1.23% 30,635 321 1.05%

合计 119,335 1,795 1.50% 110,263 1,245 1.13%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行不良贷款余额1,79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50亿元；不良率

1.50%，较上年末上升37个BP。贷款减值准备余额 2,80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31 亿元；

拨备覆盖率156.34%；贷款拨备率2.35%

 2015年，受中国经济转型及增速趋缓影响，我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有所上升

 但总体上，我行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风险可控



- 11 -

灵活安排投资进度和重点，优化投资组合结构 业务发展

债务工具 47,758亿元

债务工具 42,686亿元

2015.12.31

2014.12.31

权益工具及其他 2,342亿元

非重组类 90.8%

重组类 3.9%

其他 0.6%
RMB亿元 余额 占比

政府债券 14,687 32.3%

中央银行债券 3,252 7.2%

政策性银行债券 15,131 33.3%

其他债券 12,417 27.2%

合计 45,487 100.0%

非重组类债券余额、占比情况

债务工具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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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存款规模增长良好、稳定性增强、结构更优化 业务发展

客户存款余额162,819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4.7%

RMB亿元

个人存款

其他存款

公司存款

注：（1）包含汇出汇款和应解汇款。

金额 占比

公司存款

定期 39,293 24.1%

活期 45,077 27.7%

小计 84,370 51.8%

个人存款

定期 42,106 25.9%

活期 33,905 20.8%

小计 76,011 46.7%

其他存款(1) 2,438 1.5%

合计 162,819 100.0%

客户存款定活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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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2个国家/地区拥有 404家机构，通过参股标准银行间接覆盖非洲20个国家

 境外机构总资产 2,798.30 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8.6%，占集团总资产的8.2%

 境外机构实现税前利润 31.66 亿美元，同比增长4.7%

完成对土耳其Tekstilbank92.8169%的收购

完成对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 60%股份的收购

全球渠道建设稳步推进、国际化经营价值贡献持续增长 业务发展

仰光分行开业

利雅得分行开业 工银墨西哥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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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化子公司对盈利贡献和战略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强 业务发展

工银安盛 工银安盛积极推进期缴转型，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52.8%，业务规模和

市场地位持续提高

工银瑞信 工银瑞信抓住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有利机遇，发挥全能型资产管

理平台作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 95.2%和155.3%

工银租赁 工银租赁深耕国际、国内市场及重点行业领域，总资产和净利润分别增

长 26.8%和 17.4%，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稳居同业首位

工银国际 工银国际发挥持牌投行的平台作用，通过中资企业海外债券承销、跨境

资产管理等业务，提升盈利能力

持股60%

持股80%

全资控股

全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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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弱势复苏；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关键时期，

下行压力较大，但经济发展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巨大，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

 2015 年，本行启动实施了新一轮十年纲要和三年规划，全行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圆满

实现了全年经营目标。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本行转型发展的关键之

年，本行将继续按照新时期战略导向，以稳质量、调结构、求创新、促改革为着力点，确

保本行继续实现提质增效发展。

加强资产质量管理，保持风险可控

深化经营转型，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加快创新改革，构建竞争发展的新优势

1

2

3

未来展望 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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