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信息根据《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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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1)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356,407 356,407 X18 

2 留存收益 1,746,540 1,594,378   

2a 盈余公积 261,636 232,660 X21 

2b 一般风险准备 278,980 264,850 X22 

2c 未分配利润 1,205,924 1,096,868 X23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140,322 90,889   

3a 资本公积 151,968 151,952 X19 

3b 其他 (11,646) (6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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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 2,716 X25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247,021 2,04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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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0 8,478 X16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

税负债） 1,927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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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 (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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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1）资本构成项目与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及扩展项目的对应关系，请参见“有关科目展

开说明表”。 



序号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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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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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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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8 14,282   

29 核心一级资本 2,232,033 2,030,108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79,375 79,375   

31 其中：权益部分 79,375 7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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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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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10 7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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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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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序号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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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10 79,952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2,312,143 2,110,060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202,761 222,321 X17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81,140 101,425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91 3,303 X27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856 1,051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27,990 71,736 X02+X04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332,742 29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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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X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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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58 二级资本 332,742 296,860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2,644,885 2,406,920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17,190,992 15,902,801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8% 12.77%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45% 13.27%  

63 资本充足率 15.39% 15.14%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4.0% 3.5%  



序号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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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

比例 7.98%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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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4 35,059 

X05+X07

+X08+ 

X09+X12

+X29+ 

X30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

部分 32,215 28,353 

X06+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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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73 4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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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9 17,943 X01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的数额 7,766 9,937 X02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金额 393,682 32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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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4 6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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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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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40 101,425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

数额 67,102 46,822   



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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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2,576 3,372,576 3,613,872 3,613,87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84,646 374,509 370,074 363,278 

贵金属 181,292 181,292 238,714 238,714 

拆出资金 577,803 577,803 477,537 477,537 

衍生金融资产 71,335 71,335 89,013 89,013 

买入返售款项 734,049 733,460 986,631 981,553 

客户贷款及垫款 15,046,132 15,045,239 13,892,966 13,892,372 

金融投资： 6,754,692 6,662,605 5,756,704 5,669,90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投资 805,347 772,191 440,938 440,9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 1,430,163 1,408,74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4,519,182 4,481,66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96,453 1,465,021 

—持有至到期投资     3,542,184 3,536,757 

—应收款项类投资     277,129 227,216 

长期股权投资 29,124 37,104 32,441 40,421 

固定资产 253,525 253,460 216,156 216,088 

在建工程 35,081 35,079 29,531 29,5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375 58,097 48,392 48,392 

其他资产 200,910 186,769 335,012 318,891 

资产合计 27,699,540 27,589,328 26,087,043 25,979,568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481 481 456 45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328,246 1,328,246 1,214,601 1,214,601 

拆入资金 486,249 486,249 491,948 491,94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87,400 87,399 89,361 89,359 

衍生金融负债 73,573 73,573 78,556 78,556 

卖出回购款项 514,801 513,495 1,046,338 1,044,481 

存款证 341,354 341,354 260,274 260,274 

客户存款 21,408,934 21,410,976 19,562,936 19,564,945 

应付职工薪酬 33,636 33,351 33,142 32,820 

应交税费 95,678 95,318 82,550 82,502 

已发行债务证券 617,842 617,842 526,940 526,94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17 1,024 433 233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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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负债 365,246 261,639 558,452 456,349 

负债合计 25,354,657 25,250,947 23,945,987 23,843,464 

股东权益         

股本 356,407 356,407 356,407 356,407 

其他权益工具 86,051 86,051 86,051 86,051 

资本公积 151,968 151,968 151,952 151,952 

其他综合收益 (11,875) (11,646) (62,058) (61,063) 

盈余公积 261,720 261,636 232,703 232,660 

一般准备 279,064 278,980 264,892 264,850 

未分配利润 1,206,666 1,205,924 1,097,544 1,096,8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330,001 2,329,320 2,127,491 2,127,725 

少数股东权益 14,882 9,061 13,565 8,379 

股东权益合计 2,344,883 2,338,381 2,141,056 2,136,104 

注：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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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5,239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5,457,970   

减：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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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6 X02 

减：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39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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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4 X04 

  

 

  

金融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投资 772,191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89 X05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34 X06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4,737 X07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45,164 X0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 1,408,749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5,845 X09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3,883 X10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 

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5,963 X2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4,481,665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2,108 X30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X31 

  

 

  

长期股权投资 3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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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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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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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8 X13 

  

 

  

其他资产 186,769   

应收利息 2,624   

无形资产 19,301 X14 

其中：土地使用权 17,374 X15 

其他应收款 145,678   

商誉 8,820 X16 

长期待摊费用 3,484   

抵债资产 9,366   

其他 (2,504)   

  

 

  

已发行债务证券 617,842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部分 202,761 X17 

  

 

  

股本 356,407 X18 

      

其他权益工具 86,051   

其中：优先股 79,375 X28 

      

资本公积 151,968 X19 

      

其他综合收益 (11,646) X24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储备 15,823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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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 X20 

分占联营及合营公司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1,15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2,253)   

其他 (262)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口径下 

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盈余公积 261,636 X21 

      

一般准备 278,980 X22 

      

未分配利润 1,205,924 X23 

      

少数股东权益 9,061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3,752 X25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735 X26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 1,991 X27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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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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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601398 1398 4603 4604 84602 3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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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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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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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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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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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集团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7 工具类型 核心一级资本工

具 

核心一级资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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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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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126 人民币 16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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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269,612 人民币 86,795 美元 2,940 欧元 600 人民币 12,000 人民币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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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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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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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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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到期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批）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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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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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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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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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 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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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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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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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是 是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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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自由裁量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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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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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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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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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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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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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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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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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30 是否减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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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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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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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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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 股） 

普通股 

（H 股）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外） 

优先股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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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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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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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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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债 

1 发行机构 本行 本行 本行 本行 

2 标识码 1428009 144A 规则 ISIN：

US455881AD47 

S 条例 ISIN：

USY39656AC06 

1728021 1728022 

3 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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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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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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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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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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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19,994 折人民币 13,626 人民币 44,000 人民币 44,000 

9 工具面值（单位为百万） 人民币 20,000 美元 2,000 人民币 44,000 人民币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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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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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行债务证券 

11 初始发行日 2014 年 8 月 4 日 2015 年 9 月 21 日 2017 年 11 月 6 日 2017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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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5 日 2025 年 9 月 21 日 2027 年 11 月 8 日 2027 年 11 月 22 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批） 是 否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时间赎回日

期）及额度 

2019 年 8 月 5 日，全额 不适用 2022 年 11 月 8 日，全额 2022 年 11 月 22 日，全额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果有）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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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 5.80% 4.875% 4.45% 4.45%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否 否 否 否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息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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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 累计 累计 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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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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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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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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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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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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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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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是 是 是 是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点 本行无法生存 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 

(i)中国银保监会认定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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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 

(i)中国银保监会认定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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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 

(i)中国银保监会认定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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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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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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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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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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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

般债权人之后，股权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之前；与发行人

已发行的与本期债券偿还

顺序相同的其他次级债务

处于同一清偿顺序，与未

来可能发行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二级

资本工具同顺位受偿 

受偿顺序排在存款人和一

般债权人之后，股权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之前；与发行人

已发行的与本期债券偿还

顺序相同的其他次级债务

处于同一清偿顺序，与未

来可能发行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二级

资本工具同顺位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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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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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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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 并表总资产 27,699,540 

2 并表调整项 (110,212)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68,114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35,125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2,002,299 

7 其他调整项 (14,988)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9,67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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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7,120,956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14,988)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27,105,968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臵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76,179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6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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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44,968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25,408)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139,449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39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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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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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62 

17 表外项目余额 4,400,110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2,397,811)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2,002,299 

20 一级资本净额 2,312,143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9,679,878 

22 杠杆率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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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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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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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335 

现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小企业客户存款，其中： 10,059,024 1,002,806 

3 稳定存款 48,891 1,793 

4 欠稳定存款 10,010,133 1,001,013 

5 无抵（质）押批发融资，其中： 12,018,257 3,964,817 

6 业务关系存款（不包括代理行业务） 6,881,028 1,669,869 

7 非业务关系存款（所有交易对手） 5,061,928 2,219,647 

8 无抵（质）押债务 75,301 75,301 

9 抵（质）押融资   25,354 

10 其他项目，其中： 3,960,547 1,446,607 

11 与衍生产品及其他抵（质）押品要求相关的现金流出 1,223,431 1,22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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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116 223,176 

14 其他契约性融资义务 59,213 58,837 

15 或有融资义务 3,183,889 127,123 

16 预期现金流出总量   6,625,544 

现金流入 

 

  

17 抵（质）押借贷（包括逆回购和借入证券） 958,599 488,036 

18 完全正常履约付款带来的现金流入 1,457,392 1,035,013 

19 其他现金流入 1,222,330 1,216,322 

20 预期现金流入总量 3,638,321 2,739,371 

 

调整后数值 

21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4,921,335 

22 现金净流出量 3,886,173 

23 流动性覆盖率（%） 126.66% 

注：上表中各项数据均为最近一个季度内 92 个自然日数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