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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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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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249 1,022,682  

2a 盈余公积 178,040 150,752 X21 

2b 一般风险准备 246,356 221,622 X22 

2c 未分配利润 781,853 650,308 X23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146,164 120,035  

3a 资本公积 151,963 144,874 X19 

3b 其他 (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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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 2,191 X25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71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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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8 8,487 X16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

除递延税负债）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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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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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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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5 11,670  

29 核心一级资本 1,701,495 1,486,733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79,375 34,428  

31 其中：权益部分 7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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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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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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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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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7 34,500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

本） 1,781,062 1,521,233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80,242 18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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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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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8 118,633 X02+X04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244,641 30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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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41 290,904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2,012,103 1,812,137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13,216,687 12,475,939  



序号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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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 11.92%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48% 12.19%  

63 资本充足率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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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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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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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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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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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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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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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25 24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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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17 10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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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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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1 17,932  

 

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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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9,633 3,059,633 3,523,622 3,523,62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款项 211,559 204,607 304,273 298,128 

贵金属 114,619 114,619 95,950 95,950 

拆出资金 472,234 472,234 478,503 478,50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343,272 343,246 346,828 346,765 

衍生金融资产 78,870 78,870 24,048 24,048 

买入返售款项 996,333 996,333 468,462 468,452 

客户贷款及垫款 11,652,812 11,652,264 10,768,750 10,767,79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44,195 1,421,231 1,188,288 1,176,369 

持有至到期投资 2,870,353 2,869,642 2,566,390 2,565,606 

应收款项类投资 352,143 326,339 331,731 319,108 

长期股权投资 24,185 29,885 28,919 34,619 

固定资产 195,401 195,357 171,434 171,393 

在建工程 26,101 26,101 24,804 24,7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066 21,066 24,758 24,758 

其他资产 347,004 337,210 263,193 256,829 

资产合计 22,209,780 22,148,637 20,609,953 20,576,732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210 210 631 631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 1,788,267 1,788,267 1,106,776 1,106,776 

拆入资金 477,593 477,593 432,463 432,46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303,927 303,916 589,385 589,346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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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 

衍生金融负债 76,826 76,826 24,191 24,191 

卖出回购款项 337,191 329,896 380,957 377,037 

存款证 183,352 183,352 176,248 176,248 

客户存款 16,281,939 16,283,105 15,556,601 15,559,727 

应付职工薪酬 31,717 31,470 28,148 27,982 

应交税费 75,234 75,201 72,278 72,207 

已发行债务证券 306,622 306,622 279,590 279,5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5 754 451 189 

其他负债 545,388 496,583 424,930 396,907 

负债合计 20,409,261 20,35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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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75 79,375 34,428 34,428 

其中：优先股 79,375 79,375 34,428 34,428 

资本公积 151,963 151,963 144,874 144,874 

其他综合收益 (4,655) (5,799) (24,548) (24,839) 

盈余公积 178,040 178,040 150,752 150,752 

一般准备 246,356 246,356 221,622 221,622 

未分配利润 781,988 781,853 650,236 650,3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789,474 1,788,195 1,530,859 1,530,640 

少数股东权益 11,045 6,647 6,445 2,798 

股东权益合计 1,800,519 1,79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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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客户贷款及垫款 11,652,264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1,932,918  

减：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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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1 X02 

减：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26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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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17 X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21,231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债券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1,255,097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

的二级资本 6,102 X05 

其他债务工具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160,022  

权益投资 6,112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未扣除部分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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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X07 

 

持有至到期投资 2,869,642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2,420 X08 

 

应收款项类投资 326,339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3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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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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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X12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

扣除部分 21,619 X13 

 

其他资产 337,210  

应收利息 108,200  

无形资产 21,202 X14 

其中：土地使用权 19,846 X15 

其他应收款 155,565  

商誉 8,478 X16 

长期待摊费用 4,891  

抵债资产 6,772  

其他 32,102  

 

已发行债务证券 306,622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部分 180,242 X17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股本 356,407 X18 

 

其他权益工具 79,375  

其中：优先股 79,375 X28 

 

资本公积 151,963 X19 

 

其他综合收益 (5,799) X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28,811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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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9) X20 

分占联营及合营公司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42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1,105)  

 

盈余公积 178,040 X21 

 

一般准备 246,356 X22 

 

未分配利润 781,853 X23 

 

少数股东权益 6,647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4,340 X25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192 X26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 1,001 X27 



2015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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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发行机构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601398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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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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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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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

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核心一级资本工具 核心一级资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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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120 人民币 169,200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人民币 269,612 人民币 86,795 

10 会计处理 股本、资本公积 股本、资本公积 

11 初始发行日 2006 年 10 月 19 日 2006 年 10 月 19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

永续） 

永续 永续 

13 其中：原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

批） 

否 否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

时间赎回日期）及额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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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 浮动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

动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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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

机制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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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否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

减记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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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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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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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债权人、优先股股东之后 

受偿顺序排在存款人、一般债权人、

次级债权人、优先股股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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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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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1 发行机构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4603 4604 84602 360011 

3 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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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开展优

先股试点的指导

意见》、《优先股

试点管理办法》、

《关于商业银行

发行优先股补充

一级资本的指导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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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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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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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工具类型 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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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人民币 17,928 折人民币 4,542 人民币 11,958 人民币 44,947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美元 2,940 欧元 600 人民币 12,000 人民币 45,000 

10 会计处理 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 

11 初始发行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11 月 18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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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

批） 

是 是 是 是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

时间赎回日期）及额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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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赎回日为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全额或部分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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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赎回起始之日

（2020 年 11 月

18 日）起至全部

赎回或转股之日

止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

/分红 

固定到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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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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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为 4.5%（股

息率）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

动机制 

是 是 是 是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

分红或派息 

部分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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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是 是 是 是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

明转换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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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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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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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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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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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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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普

通股股票交易均

价作为初始转股

价格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

明是否为强制性转

换 

强制的 强制的 强制的 强制的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工具类型 

核心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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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30 是否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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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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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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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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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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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偿顺序排在所

有债务及本行发

行或担保的、分

配顺序在境内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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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

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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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1 发行机构 工银亚洲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ISIN: XS0976879279 

BBGID:BBG005CMF4

N6 

1428009 144A 规则 ISIN：

US455881AD47 

S 条例 ISIN：

USY39656AC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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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以及财务代理协

议应受纽约法律管辖

并据其解释，但与次级

地位有关的债券的规

定应受中国法律管辖

并据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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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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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

层面 

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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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 人民币 19,995 折人民币 12,842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美元 500 人民币 20,000 美元 2,000 

10 会计处理 已发行债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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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 21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

永续） 

存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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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9 月 21 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

批）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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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

（如果有）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

/分红 

固定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

指标 

4.50%  5.80% 4.875%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

动机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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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自由裁量权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

机制 

否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累计 累计 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否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

明转换触发条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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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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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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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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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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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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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 

(i)银监会认定若不进行

减记，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或 

(ii)相关部门认定若不

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

发行人将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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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减记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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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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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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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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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

特征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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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1 并表总资产 22,209,780 

2 并表调整项 (61,143)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35,523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38,855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1,602,642 

7 其他调整项 (11,665)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3,8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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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除外 

序号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1,377,922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11,665)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21,366,257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臵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39,582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4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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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5)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56,396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20,409)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114,393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69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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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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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700 

17 表外项目余额 3,027,744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1,425,102)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1,602,642 

20 一级资本净额 1,781,062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3,813,992 

22 杠杆率 7.48% 

  



以下信息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附件 1《高

级法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定量信息披露模板》的规定披露。 

 

流动性覆盖率定量信息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序号 
 

2015 年第四季度 

折算前数值 折算后数值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1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4,621,436 

现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小企业客户存款，其中： 8,481,222 841,342 

3 稳定存款 125,144 5,734 

4 欠稳定存款 8,356,078 835,608 

5 无抵（质）押批发融资，其中： 9,854,773 3,379,022 

6 业务关系存款（不包括代理行业务） 5,772,357 1,416,657 

7 非业务关系存款（所有交易对手） 3,933,161 1,813,110 

8 无抵（质）押债务 149,255 149,255 

9 抵（质）押融资 

 

40,147 

10 其他项目，其中： 1,548,661 129,974 

11 与衍生产品及其他抵（质）押品要求相关的现金流出 5,410 5,410 

12 与抵（质）押债务工具融资流失相关的现金流出 - - 

13 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 1,543,251 124,564 

14 其他契约性融资义务 37,985 37,985 

15 或有融资义务 804,157 18,138 

16 预期现金流出总量 

 

4,446,608 

现金流入 

  17 抵（质）押借贷（包括逆回购和借入证券） 992,305 451,111 

18 完全正常履约付款带来的现金流入 1,299,797 873,360 

19 其他现金流入 41,914 30,924 

20 预期现金流入总量 2,334,016 1,355,395 

 

调整后数值 

21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4,621,436 

22 现金净流出量 3,091,213 

23 流动性覆盖率（%） 14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