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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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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AA  0.77%  +0.03个百分点 

 ROAE  11.30%  - 0.19个百分点 

注：计算ROAE已考虑26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不考虑转股，ROAE为11.57%，同比增长0.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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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存款总额 贷款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1,058   1,167  
 1,380  

-1.8%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32   248   282  

2.6% 
7.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32,485   34,186   39,391  

10.0% 5.2%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004   21,286   24,369  

4.1% 6.4%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17,042  
 19,975  

 23,232  

15.5% 17.2% 16.3%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亿元 
10.3% 

15.2% 14.5% 

18.2% 13.6% 

1.1 规模效益稳中趋好 



非息收入占比保持稳定 

2.37% 2.35% 

2.20% 2.26% 
2.53% 

2017 2018 2019
净息差 净利差 

2.62% 
息差利差较快提升 

拨备前利润增速加快 营收增速加快 

 1,058   1,167   1,380  
-1.8% 

2017 2018 2019

 731   802   958  
-4.1% 

2017 2018 2019

 318  
 420   480  

30.0% 
36.0% 34.8% 

2017 2018 2019

亿元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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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18.2% 19.5% 
10.3% 9.6% 

1.2 盈利能力较快提升 



53.0% 

58.0% 2019 

2018 69.0% 

69.1% 2019 

2018 57.8% 

58.4% 2019 

2018 21.7% 

24.0%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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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零售营收800亿 
增长29.2% 

占比58.0% 
    提高5.0个百分点 

零售净利润195亿 
增长13.8% 

占比69.1% 
    提高0.1个百分点 

个人贷款13,572亿 
增长17.6% 

占比58.4% 
    提高0.6个百分点 

个人存款5,837亿 
增长26.4% 

占比24.0% 
   提高2.3个百分点 

1.3 零售贡献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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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轻”效果持续显现 对公规模增长 

对公存贷款余额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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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78.5% 77.7% 

2017 2018 2019

贷款风险系数持续下降 

 16,594   16,670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8,552   8,435  

2017年末 2018年末 2019年末 

对公存款（亿） 对公贷款（亿） 

注：风险系数 = 对公RWA / 对公贷款 

1.4 对公存贷款规模较快增长 

 较上年末 +11% 

 较2018年下降0.8个百分点 

 9,660 18,533 
 较上年末 +15% 

 较2017年下降6.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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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率下降 

2.43% 
1.70% 1.35% 

2017 2018 2019

逾期90+占比持续下降 

106% 
159% 

223% 

2017 2018 2019

关注率持续下降 

逾期90+覆盖率显著提升 

154% 
110% 96% 

2017 2018 2019

逾期60+偏离度低于1 

拨备覆盖率显著提升 

151% 155% 

183% 

2017 2018 2019

1.70% 1.75% 
1.65% 

2017 2018 2019

3.70% 
2.73% 

2.01% 

2017 2018 2019

107% 
141% 

190% 

2017 2018 2019

逾期60+覆盖率显著提升 

2.62% 
1.92% 

1.58% 

2017 2018 2019

逾期60+占比持续下降 

143% 
97% 82% 

2017 2018 2019

逾期90+偏离度持续下降 

1.5 资产质量改善，抵补能力增强 



• 2019年1月完成发行26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2019年9月“平银转债”完成转股，

有效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 2019年4月发行3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 

• 2019年12月发行首期2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
本债券（永续债） 

资本补充顺利完成 

• 全面实施EVA/RAROC为核心的经济资本
管理 

• 通过调配业务，向低风险业务引导 

• 加大税务核销力度 

• 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减少无效资本
占用 

精细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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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11.5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资本充足率 

9.18% 9.39%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一级资本充足率 

8.28% 
8.54%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3.22% 10.54% 

9.11%  较上年末 +57bp  较上年末 +115bp  较上年末 +172bp 

1.6 夯实基础，提升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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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特殊资产智慧经营平台，以大数据为内驱动力，聚焦专业化、智能化、生态化建设。 

• 通过“专家经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构建竞争优势，不良资产清收业绩稳步增长。 

95  

187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35  

94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收回不良资产总额 收回已核销贷款 

亿元 亿元 

1.7 清收业绩持续提升 

214 

 较上年末 +14% 

111 

 较上年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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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前沿科技，采取“差异化纾困+精准化服务”
策略，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 2019年，新增投放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

放所有企业贷款客户达70%以上 

• 单户授信1,000万（含）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较

上年末增长24.9%，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有贷款余额户数较上年末增加2.29万户，

该类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末下降2个百分

点，不良率控制在合理范围 

积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国家战略，坚持科技创新理念服务实体经济，持续

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 2019年末，表内外授信总融资额33,489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18.0% 

通过“金融+产业”扶贫，形成“扶智培训、产业造

血、一村一品、产销赋能”的扶贫闭环 

• 2019年新增投放扶贫资金80.96亿，直接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16,083人，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
万 

• 2019年末，全国17个省份、28个贫困县的126种
农产品已上线平安扶贫商城，帮助贫困人口在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4,905万元 

 

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 

三、致力精准扶贫 

一、服务实体经济 

1.8 服务实体经济，致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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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技引领 
助力数据化经营 

 



持续深化敏捷转型 

全面推进数据化经营 

打造领先的技术基础平台 
• 5个项目入选国家六部委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 AI BANK：“AI快站”推出营销活动超过5,000个，浏览用

户超过4亿人次，促成理财交易订单超700万笔；信用卡智

能语音场景覆盖率达90%，等同节约人工坐席1,200人 

• 区块链：应用在供应链金融、破产清算投票、云签约存

证、溯源等业务领域交易量超35万笔 

• 开放银行：累计发布24大类、351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服务 

 

• 完成建设分布式PaaS平台，基于此平台研发的

信用卡新核心业务系统，业务峰值处理能力较

原系统提升近10倍，成本仅为原系统的1/3 

• 2019年，持续加强工具平台的建设和推广，运

维自动化水平达到80%，全年版本发布数量同

比增长150%，测试自动化覆盖率达到55% 

• 2019年完成超过900项基础数据标准和近2,000项指标标

准的制定 

• 11个AI中台项目全部投产，在“口袋银行”APP和信用卡

首页，通过智能推荐平台精准投放广告，转化效果比人

工投放提升超过50% 

深化金融科技创新应用 

2019年末，本行科技人员（含外包）超过7,500人，较上年末增长超过34%。2019年，IT资本性支出及费用投入同比增长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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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开发运维一体化（Starlink）和安

全开发生命周期（SDLC）两大项目 

• 2019年响应业务开发需求同比增长

超过30% 

2.1 夯实科技基础，推进数据化经营 



• 推动应用上云，对应的IT基础设施成本投入仅

为之前的1/3 

• 基于PaaS平台构建的信用卡新核心，成本仅

为原系统的1/3 

• 建立起7×24小时的“AI+客服”体系，AI客服

非人工占比达86%，2019年度借记卡客服费

用节省约50%，信用卡客服费用节省超30% 

• 零售贷款运用移动互联网实现培训、拓客、

承接及业绩追踪等业务场景线上化，每年可

节约培训及运营成本约6,000万 

• 口袋财务推出空中柜台服务，每月节约运营

人力成本在370万以上 

 

赋能业务 成本控制 风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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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I战略，赋能业务提质增效 广泛应用云计算、AI等新技术降低成本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赋能提升风控水平 

• 通过智慧财务项目，创建了500多个财务管
理及业务应用场景，优化业财流程节点
3,322个，节约人力116.5人天/月，报表分
析产出时效提升50% 

• 通过科技赋能业务和经营管理，实现业财指
标智能搜索、预警和场景化关联、产品推
介、营销方案设计等功能，为管理人员提供
智慧经营分析，助力客户经理精准营销 

• 零售人力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人均营收同
比增长18% 

• 在零售业务实现7×24小时闭环获客经营，
人均获客提升50% 

• 信用卡推出“一键办卡、即享优惠”科技服
务，发卡时间由原来的2天缩短至最快2分钟 

• 小企业数字金融业务实现全线上化进件，抵
押类产品的客户经理进件时效提升5倍以上 

 

• 打造SAFE智能反欺诈体系，统一欺诈风险侦

测平台，2019年，累计防堵欺诈损失超10亿 

• 跨境业务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有效控制90%以

上的程序性合规风险，有效减少80%的国际

收支人工核查工作量 

• 打造零售阿波罗审批平台，贷款产品审批时

长缩短至10秒以内，公司业务智能放款系

统，将汽车供应链金融业务出账从4小时压缩

到5分钟 

• 搭建智能预警系统，构建信息“天网”，提

升贷后预警监控的能力 

2.2 科技落地成果显著 



零售突破 
“3+2+1”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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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力3大业务模块、提升2大核心能力，构建1大生态 

3.1  “3+2+1”零售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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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全面AI化，打造智能化零售银行 

        基础零售        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消费金融 

3大 
业务模块 

2大 
核心能力 

总目标 

1大 
生态 AI Bank+开放银行 

成本控制能力 风险控制能力 

• 以敏捷机制为基础 

• 全渠道获客 

• 全场景经营 

• 全流程运营 

• 开放式货架 

• 1+N经营 

• 家族办公室升级

和智能化 

• 产品多元化 

• 流程线上化 

• 业务平台化 

• 敏捷前瞻、以客户为中心的的风险政策 

• 智能化的风控体系 

• 全面AI 赋能，提质增效 

• 精准投入，强化过程监测 

• 以全线上化、AI Banker为内核 

• 以开放银行为外延 



3.2 3大业务模块——基础零售 

6,991  
8,390  

9,708  

2017 2018 2019

万户 
零售客户数 

 1,735  
 2,667  

 

3,292  

2017 2018 2019

万户 

口袋APP月活数（MAU） 

 10,867  

 14,168  

2017 2018 2019

19,827 

零售AUM 
亿元 

基础零售 
个人存款 

亿元 

 3,410  
 4,616  

 5,837  

2017 2018 2019

 较上年末 40%  较上年末 16% 

 较上年末 26% 
 较上年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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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本次年报起，本行口袋银行APP月活跃用户的统
计标准由用户登录APP变更为用户打开APP，并据此调
整上年同期数据。 



3.2 3大业务模块——基础零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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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线上管理平台，助力获客提升 

• 关注客户经营，在口袋银行APP设立“平安薪”专区、专

属福利活动等功能 

 518  
 695  

2017 2018 2019

客户带来存款（亿） 

 1,425  
 2,021  

2017 2018 2019

客户带来AUM（亿） 

代发及批量业务 

• 收单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批量获客模式取得较大突破 

• 着力扩大收单客群的外延，尤其是小微商户客群的深度经

营 

 8  

 38  

2017 2018 2019

 较上年末 +48% 

收单商户数量（万） 

收单业务 

56 2,692 
886 

 较上年末 +28%  较上年末 +33% 



3.3 3大业务模块——私行财富 

 整合内外部资源，丰富产品种类，优化

客户体验，升级权益和客户服务体系 

 

 全面应用数据化经营工具，精准赋能前线队伍 

 搭建“1+N”经营模式及开放式产品平台，实现私行
客户服务半径及专业化程度的最优化 

 全面升级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保险金信托业务开展
一年时间即位居市场前列 

 

 运作产品管理委员会机制，多元化引入优质资产 

 强化内嵌风控合规团队，严格把控资产风险 

经营 
机制 

产品平台 
& 

权益体系 

内部 
管理  

2.35  3.00  
4.38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私行达标客户数（万户） 

同比 

46% 

46  59  
78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财富客户数（万户） 
 

32% 

同比 

3,412  4,578  
7,339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私行达标客户AUM（亿元） 

60%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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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大业务模块——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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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流通卡量6,033万张，较上年末增长17.1% 

 贷款余额5,40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2% 

 2019年总交易金额33,366亿元，同比增长22.5%，信用卡商城交易量同比增长23.1% 

 信用卡新发卡实现近90%通过AI审批，通过“一键即享”流程办理信用卡的客户量超400万
户 

新一贷 

1 

2 

3 

 贷款余额1,57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4% 

 本行积极拓展互联网渠道和流量入口，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使服务惠及更多客群 

 通过优化流程，用户从申请到放款平均时长由4小时缩短至1小时 

个人房屋按揭及持证抵押贷款 

 贷款余额4,111亿，较上年末增长32.3% 

4 汽融 
 贷款余额1,79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2% 

汽融 

按揭&
抵押 

新一贷 

鉴于宏观经济仍存下行压力，在确保资产质量稳定的前提下，本行主动控制消费贷款发放速度，优化贷款业务结构及客群结构，适当提高

信用卡、新一贷投放门槛，推动目标客群质量提升。 



3.5 2大核心能力——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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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账龄分析”也称为Vintage分析或静态池累计违约率分析。 
计算公式为当年新发放后第6个月月末逾期30天以上贷款余额/账龄满6个月的贷款新发放额 
（2019年数据仅体现2019年1-7月发放的贷款账龄分析） 
 

1.18% 
1.07% 

1.19% 

2017 2018 2019

零售贷款不良率 

三大尖刀产品账龄分析 

集团迁徙客群资产质量更优 

1.34% 

0.74% 

1.66% 

0.69% 0.74% 

1.46% 

新一贷 汽融 信用卡 

整体不良率 集团迁徙客群不良率 

0.45% 

0.35% 
0.29% 

0.35% 

0.16% 0.20% 0.17% 

0.13% 
0.12% 

0.18% 0.17% 

0.23% 

2016 2017 2018 2019
信用卡 新一贷 汽车金融 

注：基于更为审慎的风险管控原则，本行采用了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标准，部分零售产
品的不良率因此有所上升，若按原五级分类标准，不良率较上年末下降0.09个百分点 



3.6 2大核心能力——成本管理 

2019年，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经营，实现提效降本，同时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推动投入产出的持续优化。 

• 通过流程改造，缩短作业流程和管理链条，降低运营成本，如：集中作业件均成本下
降13% 

• 通过网点标准化、智能化、轻型化转型，降低单网点成本，全年营业网点减租2.94万
平方米，网点综合效益持续提升 

• 通过技术替代降低成本，如信用卡账单实现99%电子化 

• 通过差异化定价及结构化调整带来销售渠道投产提升 

     精细化管理 — 多维度多手段成本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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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化经营 —节省成本同时体验更佳 

• 支持成熟业务提效降本的同时，集约资源支持创新业务模式，包括线上化经营、AI 
Bank及开放银行 

• 财富管理、贷款等核心业务的线上化程度日益提高，如信用卡推出“一键办卡、即享
优惠”科技服务，实现场景化获客和营销，信用卡发卡时间由原来的2天缩短至最快2
分钟；口袋银行月活跃用户数突破3000万 

• AI Bank运用科技力量赋能业务，AI销售助力队伍展业拓客，提升一线产能及效率； AI+
服务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AI借记卡客服费用同比节省约50%，AI信用卡客服费用同
比节省超30% 

2019年实现 
人均营收同比增长18% 
网均营收同比增长31% 

为成本收入比                                   

打造可持续优化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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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1大生态——以AI Bank为内核 

A I 
中
台 

情绪识别 生物识别 智能语音 NLP OCR AR、VR 

客户库 产品库 员工库 渠道库 机构库 模型库 

动态 
输入 

技术 
中台层 

知识库 
中台层 

营销服务专家 管理专家 风控专家 

• 营销机器人 
• 智能投放机器人 

• 投顾机器人 
• 客服机器人 

• 看板机器人 
• 陪练机器人 
• …… 

• 风控机器人 
• …… 

业务 
中台层 

 
 

前端 
应用层 

AI 
Banker 

自主驱动型  

标
准
模
型 

灵
活
场
景 

客户

专家 

营销

专家 

风控

专家 

管理

专家 

产品

专家 

以AI理财师
为例 

• 客户获取 
• 到期承接 
• 投诉处理 
• …… 

赋能助手型 

标
准
模
型 

灵
活
场
景 

客户

专家 

营销

专家 

风控

专家 

管理

专家 

产品

专家 

以AI行长
助理为例 

• 晨夕会 
• 业绩检视 
• 沙龙举办 
• …… 
 

策略 
组合 

灵活 
调用 

其他 

• 语音机器人 
• 语音质检机器

人 

场景不同调取的能力也不同 

AI银行建设自上而下分为4层体系，打造业内领先的AI Banker 

• 建立起7×24小时的“AI+客服”体系，2019年末， 

AI 客服非人工占比86%，较上年末提升6个百分点 

• 打造智能语音业务中台，目前已对接超20个
业务场景、周外呼规模超150万通 

 

 
• 2019年，通过“一键即享”流程办理信用卡的客

户量超400万户 

• 2019年，零售统一反欺诈平台累计防堵欺诈攻击金

额同比增长58.7% 

• 建设新一代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实现风险前、

中、后业务全面AI化、实时化客户级风险管理 

AI+客服 

AI+营销 

AI+风控 

目前已取得的部分应用成果 

目前AI底层技术已基本完备，AI客服、AI营

销、AI风控等成果已转化为中台能力。 



3.7.2 1大生态——构建开放银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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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银行服务无处不在”为愿景，分阶段实现“能力开放”、“流量开放”、“经营开放”三个目标，现阶段主要是聚焦

“能力开放”目标，目前官网、开发者中心、小程序管理平台等基础能力已经加速建设，已与多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开展相关合作。 

开放银行1.0 

 能力开放（输出去） 

完成开放银行平台建设 

现有B2B2C业务升级，完善输出能力 

 搭建平台 

1 
 做强能力开放 

 流量开放（引进来） 

 完善平台 

小程序化接入合作平台产品与服务 

成为全行业务重要引擎 

优化开放银行平台建设及运营 

 经营开放（共同经营） 

 关注平台开放运营 

 全面能力开放 

与合作平台进行数据交互 

关注平台开放对整体业务的影响及帮助 

全面进行能力输出，包括金融科技能力 

开放银行2.0 2 
开放银行3.0 3 



3.8 综合金融贡献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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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9年 

零售全渠道代销集团 

保险非息净收入 
亿元 

24 

零售净增客户 
（不含信用卡） 

零售财富净增客户 

41% 28% 

零售净增AUM 

39% 

249万户 7.71万户 2,184亿元 

新一贷发放额 汽融发放额 

35% 61% 

信用卡新增发卡量 

34% 

687亿元 547亿元 488万张 

28  较上年末 +13% 



对公做精 
“3+2+1”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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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 

施 

路 

径 

以客户为中心，对公业务做精做强 

1条生命线 
审慎|经营   

坚守风险合规底线，强化风险与业务协同，健康、有品质的增长 

3大支柱 

2大客群 
攻坚战略客群   “一户一策”，一站式“商行+投行+投资”综合金融服务 

拓展小微客群   打造爆款产品，创建生态化、场景化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综合金融 

银行主导资产 

客户资源整合 

生态经营突破 

产品中控平台 

 

4.1 “3+2+1”对公经营策略 

以客户为中心，做精做强，重点发力3大业务支柱、聚焦2大核心客群、坚守1条生命线 

重点行业聚焦 

行研专业引领 

投行特色鲜明 

“商行+投行+投资” 

行业银行 

深度融入客户 

再造供应链金融 

集成跨境产品 

智慧结算平台 

交易银行 

26 



4.2 发力3大业务支柱 

行业银行 

• 2019年末，重点行业客户授信占比46.9% 

• 2019年，投资银行债券承销规模2,473亿元；中国理财

网公布数据，本行理财直融承销规模646亿元，市场份

额占比51% 

01 综合金融 03 

• 2019年，银行销售平安团体保险保费规模13.31亿元，

同比增长326.6% 

• 新增银行与集团内专业公司合作落地投融项目规模

2,611亿元，同比增长137.5% 

交易银行 02 

亿元 亿元 

 100  

 340  

2018年 2019年 

超3倍 

供应链应收账款云服务平台 
交易量 

 

25,419  

 

41,819  

2018年 2019年 

+65% 

互联网支付结算平台 
交易额 

开放银行 跨境金融 

离岸业务资产规模 

离岸存款余额 

229亿美元 

202亿美元 

离岸贷款余额 131亿美元 

离岸业务指标位列中资离岸银行同业第一 

• 开放银行以API、SDK、H5等方式接入

客户1,072家，客户日均存款达396亿 

• 银企直连接入集团型企业2,965个，客

户日均存款2,844亿 

27 



4.3 聚焦2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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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客群 

小微客群 

小企业数字金融 

 326   935   2,247  
 4,861   6,419   7,717  

 10,118  
 12,984  

2018Q1 2018Q2 2018Q3 2018Q4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交易额（亿） 

注册客户36万户，2019年交易笔数599万笔 

 30  
 37   40   42   48  

 63  
 71  

2018Q2 2018Q3 2018Q4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服务客户数34,156户，较上年末增长142.2% 

贷款单季发放额（亿） 

注：2018年1季度尚未开展小企业数字金融业务。 

口袋财务 

战略客群贷款 

贷款余额 

贷款余额占比 

较上年末 53.3% 

4.8个百分点 

• 聚焦解决客户痛点，建立 渠道先锋+ 

     产品支持+风险前置敏捷团队 

 

• 集中优势资源， 聚焦重点行业与重点客户，

培育主流客群，提升战略客户业务贡献 

 



4.4 坚守1条生命线 

智能审批 智能放款 

智慧分析 

智能控制 

智能清收 智能预警 

智能监控 

八大智能驱动 

一个引擎升级 

•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产品 

• 优化特殊资产管理经营体系 

专业聚焦能力 

清收处置能力 

• 后督集中、审批集中、放款集中 

集约管理能力 

• 构建信息“天网”，24小时实施监控 

预警监控能力 • 资产全口径               
• 风险全覆盖 
• 优化资产结构 
• 优化资产配置 

专项风险评估工具练就“火眼金睛” 

• 财务粉饰识别系统 
• 三大专项评估工具 

评级限额模型打造“度量衡” 

• 客户评级模型 
• 专项评级模型 
• 客户限额模型 

经济资本与组合管理实现“黄金分割” 

排除潜在风险客户 

强化客户准入与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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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贷款不良贷款双降 

围绕公司策略，风险从“四大能力淬炼”、“一个引擎

升级”、“八大智能驱动”三个方面，全面提升风险管

理能力，支持业务稳健发展。2019年末对公不良贷款持

续双降，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四大能力淬炼 

智能合规 

 226   221  

2.68% 2.29% 

2018年 2019年 

不良率 

不良贷款 

智慧风控平台 

亿元 



资金同业 
“3+2+1”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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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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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能力 

1个系统平台 

3大方向 

销售能力 交易能力 

智慧资金系统平台 

融入生态 构建平台 
产品+策略+解决方案 资金+资产 

做强交易 做深另类 做大销售 

新交易 新同业 新资管 

基建 
+ 

债券组合 
+ 

FOF/MOM 

5.1 “3+2+1” 资金同业经营策略 

“3+2+1”资金同业经营策略：聚焦3大方向，提升2个能力，构建1个系统 

交易通+期权专家 
+ 

智慧交易系统群 
+ 

策略及程序化交易 

KYF 
+ 

行e通 
+ 

产品多元化 

最强FICC，最强销售交易，最特色另类资管 



5.2 三大业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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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易 新同业 新资管 

39亿 
交易净收入，同比增长151.8% 

3.51万亿 
债券交易，同比增长178.3% 

3.13万亿 
利率互换交易， 同比增长50.6% 

1.74万亿 

近2,200户 
“行e通平台”累计合作客户 

5,038亿 
同业机构销售业务量，同比增长124% 

2,572亿 

44% 
符合资管新规净值管理要求的净值型
产品占比较上年末提升25个百分

点，居对标行前列 
 

理财子成功获批 
成功上线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前/中/后
台一体化的银行理财资产管理系统 

自营贵金属交易，同比增长112.4% 

0.82万亿 
代理贵金属交易，同比增长57.9% 

净值型新产品规模较上年末增长152.2% 



5.3 两大核心能力，一个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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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大
核
心
能
力 

销售能力 交易能力 

• 升级销售模式：以客户为中心，将销售融入生态，打通资

金、产品、资产、服务全链条，提供场景化、一站式综合

金融服务 

• 升级销售渠道：线上重构“行e通”平台集成产品引流，线

下打造专业化销售队伍，实现资产资金高效对接 

• 科技赋能销售：客户画像系统支持客群深度分析，“同e家”

系统实现移动化+数字化展业，赋能销售提速 

• 提升自营交易能力：构建智能化资金交易平台，实现

智能报价、精准定价、高速交易和前中后台一体化控

制 

• 丰富交易能力应用场景：通过构建智能化交易平台，

与同业、资管、零售业务有机结合，服务全行客户 

• 打造“交易专家 + 量化工程师 + IT专家”组成的复合

型、敏捷型专业团队 

智慧资金系统平台 

2019年平台建设进展 

新一代金融市场业务系统 

2019年7月一期已上线 

 

领航智能交易系统 

2019年已逐步推广至固收、外汇业务 

行e通、交易通等渠道销售系统 

重点更新升级同业客户画像系统等 

精准定价+智能执行+实时风控 

一
个
系
统
平
台 



下阶段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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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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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1.全面数据化经营 

2016年，我行全面开启智能化零售转型之路，在零售

效益增长、对公基础夯实、资产质量改善等方面成效

显著 
2020年，我行选择保持战略定力，继续秉承“科技引

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十二字方针深化零售转型 

战略选择—零售转型 外部环境—稳中有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叠加疫

情影响，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严峻下行压力，但企稳向好的总体趋势未变。 

• 贸易摩擦反复 

• 地缘政治风险 

• 增长动能减弱 

国 
际 

• 经济增速换挡 

• 对外开放扩大 

• 金融监管趋严 

国 
内 

• 疫情超过预期 

• GDP保六承压 

• 金融风险暴露 

疫
情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激烈的同业竞争，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打法”——全面数据化经营 

 AI Banker AI赋能，突破产能效率 

 全线上模式 “全线上+T”多位一体渠道模式 

 平台及生态银行 打造无处不在的银行 

 生态金融平台 生态化布局推动业务模式变革 

 智慧对公平台 平台支持销售管理和团金协同 

 智慧交易平台 数据驱动的量化交易模式 

 风险控制 AI赋能，人机结合新模式 

 共同资源 数据辅助决策、提速降成本 

 科技支持 数据治理+AI平台+数据中台 

9大关键举措 

 “智慧大脑” 

决策 
大脑 

销售 
大脑 

风控 
大脑 

愿景：构建全面数据化经营“智慧大脑” 

• 决策模型化、智能化 

• 数据辅助决策、前瞻预测 

• 数据化理念革新商业模式 

• 智能销售指挥平台 

• AI赋能零售风控自动化 

• 专家+一体化风控平台 

“三先” （先   知、先   觉、先   行） 

打造先人一步能力 

“三提” （提产能、提效益、提效率） 

提升经营管理效果  

“三降” （控成本、调结构、降风险） 

优化投入产出效率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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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2.风险管控 

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支持业务发展 

加强行研驱动和风险归因分析，强化风险组合管

理，强化资产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夯实贷投后精

细化管理基础，对存量客户定期进行检视和评

估，加快问题授信风险化解 

引导业务发展 

做精重点行业，做深重点客户，做出区域特色，

强化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深挖客户需求 

加强系统工具建设 

打造智慧风控平台，建立健全数据质量控制

机制，完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支持风

险报告和管理决策 

加强合规风险管控 

再造法律合规评审流程和机制，加强对洗钱风

险、操作风险的管理，加大员工行为管控 

加强风险队伍建设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加强风险合规文化建设，

持续完善培训体系，充实风险条线各业务领域专

业人才 

夯实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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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3.协调发展零售对公业务 

以”双轻“战略为导向，协调发展零售对公业务 

 已阶段性完成资本补充工作，继续保持“六四”比例，协调发展零售对公业务 

 实施主动的动态资本配置，以“双轻”战略为导向优化调整资产业务结构，落

地各项资本节约与资本释放举措，不断提高全行资本回报水平  

 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对全行风险加权资产的约束，将经济资本管理嵌入到绩效考

核中，引导各级机构树立资本约束意识，确保资本成本概念和资本管理理念融

入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加快实体贷款投放进度，通过提高日均夯实全年营收基础，做到“早投放、早

收益” 

 加大存款吸收，特别是优化存款结构，控制负债成本 

 



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4.零售业务 

重点发力3大业务模块、全面提升2大核心能力，全面构建1大生态 

打造智能化零售银行 

依托智能化平台及开放银行，强化场景获

客，做大用户规模，做好基础客群经营提升 

1、优化升级口袋银行功能体验，打造AI赋能

的“金融管家+生活助手” 

2、持续推动重点客群经营策略升级 

3、推动智慧运营管理体系建设 

4、持续推动新门店建设，打造综合金融线下

流量入口 

 
 
 
 
 

        基础零售        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消费金融 

打造“1+N”经营模式，推动私行客户服务

半径及专业程度的最大化 

1、推广1+N投资顾问服务模式，升级私行家

族办公室 

2、强化资产引入，保持充足产品供应 

3、配备线上投顾工具，助力客户资产配置 

4、推动权益体系升级工程，打造有内涵、有

辨识度的私行品牌 

 

 

深化尖兵产品的引领作用，推动实现产品的

多元化、流程的线上化、业务的平台化 

1、信用卡：发力策略联盟，实现重点企业和

行业突破；积极推广融合车主权益、交易服

务和金融服务的车主信用卡 
2、零售贷款：发力线上化渠道，优化端到端

的全流程客户体验 

3、汽融：升级二手车业务模式，构建车生态

闭环 

3大 
业务模块 

2大 
核心能力 

总目标 

1大 
生态 

以AI为内核的开放银行生态 
强化AI与业务的结合 
强化AI对数据化经营的驱动 
提升科技应用的平台化、集约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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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能力 
强化与业务的协同，提升对市场的响应度 

通过新技术、新流程提升客户体验 

成本控制能力 
通过集中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手段管理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关注业务驱动因子，提升经营策略对业务的指引力度 

AI Bank 开放银行 加速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升级 
持续拓展外部战略合作伙伴 
 



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5.对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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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力3大业务支柱、聚焦2大核心客群、坚守1条生命线 

1条生命线 

3大业务支柱 2大核心客群 

• 树立标杆： 聚焦重点行业及业务方向，发挥团金协同

优势，打造行业领先的标杆模式 

• 投融突破：组建敏捷行动队，实现“商行+投行+投

资”的高效联动，在复杂投融领域取得突破 

行业银行 

• 打造三大名片：聚焦优势资源，做强产品中台，发挥差

异化竞争优势，打造产业链金融、小微平台金融、大宗

物流金融三张名片 

• 提升跨境金融优势：聚焦战略客群跨境综合金融需求，

主打“集全球授信、跨境投融资、跨境贸易金融、跨境

资金管理于一体”“的跨境金融组合服务模式 

交易银行 

• 做实做强团金“1+N”发动机：主导资产及客户资源整

合，成为集团投融资及保险增长重要驱动 

• 深化协同，生态经营：协同行业银行及交易银行，实现

重点客户及上下游全面“大包围”服务 

• 渠道联盟，创新模式：强化产险、养老险渠道合作，与

租赁小微合作构建增信业务模式；与平安商贸合作打造

场景式服务模式 

 

综合金融 

战略客群 

小微客群 

• 客群经营：借助C端渠道优势，通过线上、线下以

及渠道获客全方位覆盖小微客群 

• 利用集团科技优势，打造生态化、场景化小企业数

字金融服务平台 

• 以标准化产品，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实现线上化、自动化、快速批量放款 

• 依托量化模型和数字金融运营平台批量获客，提升

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客户的整体经营能力 

 

• 经营风险：强化风险与业务的协同，前置风险管理 

• 打造“智慧风控”平台，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效率和水平 

资产质量 

• 整合集团平台资源，深耕战略客群生态圈 

• 打造特色鲜明的战略客群经营标杆模式，一户一

策，为战略客户及其产业链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金

融服务 

• 建立客户全景视图，搭建战略客群智慧经分和智慧

展业平台，助力一线展业经营 



下阶段六大重点工作——6.资金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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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好市场研究，捕捉交易机会，做好对冲管

理，继续加大交易规模配置，保持交易盈利

稳定增长 

 

• 对外业务拓展方面，重构“交易通”和“行e

通”两大渠道系统，升级完善同业机构客户

画像系统建设，推进渠道销售升级，持续提

升线上化销售比例；对内加快“同e家”智慧

经营分析系统建设，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 

• 推进理财子公司筹建各项事宜，打造全品类

开放式理财平台；加快理财产品净值化转

型，创新推出核心产品线“成长”系列，完

善产品体系；提升销售服务能力，完善客户

销售渠道 

• 升级客户画像，实现产品与客户的精准匹

配，提升线上化综合服务能力，实现线上线

下一体化销售；集成集团产品能力及广泛客

户触点，构建一站式、生态化、智能化机构

销售中枢 

把握市场机会，提升投资收益 

积极推进数据化经营 

加快理财子公司筹建 

持续提升销售能力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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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资产负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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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额 % 

1.总资产 39,391  34,186   5,205 15.2%  

   各项贷款 23,804  20,376  3,428 16.8%   

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 23,232  19,975  3,257 16.3%   

       其中：(1)公司贷款 9,660  8,435  1,225 14.5%  

                   (2)零售贷款 13,572 11,540  2,032 17.6%  

2.总负债 36,261 31,786  4,475 14.1%  

   各项存款 28,028 25,051  2,977 11.9%  

其中：吸收存款本金 24,369 21,286  3,083 14.5%  

       其中：(1)公司存款 18,532 16,670  1,862 11.2%  

                   (2)零售存款 5,837 4,616   1,221 26.5%  

3.股东权益 3,130 2,400   730 30.4%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较上年末变动 
单位：亿元 



主要数据：财务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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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2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增幅% 占比变动 

1. 营业收入 1,379.58  100%   1,167.16  100% 18.2%   

    利息净收入 899.61  65.2%  747.45  64.0% 20.4% +1.2个百分点 

    非利息净收入 479.97  34.8%  419.71   36.0% 14.4% -1.2个百分点 

2. 营业支出  421.42   365.4  15.3%  

    业务及管理费  408.52  29.6%  353.91  30.3% 15.4% -0.7个百分点 

3. 准备前营业利润  958.16   801.76   19.5%   

4. 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减)  595.27    478.71   24.3%   

5. 净利润          281.95   248.18   13.6%   

6.基本每股收益(元)   1.54     1.39    10.8%   

7. 稀释每股收益(元)   1.45    1.39   4.3% 

2018年1-12月 同比变动 
单位：亿元 



主要数据：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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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 1.65% 1.75%   -0.10个百分点 

   拨贷比 3.01% 2.71%  +0.30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83% 155%  +28个百分点 

   逾期90天以上贷款拨备覆盖率 223% 159%  +64个百分点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 82% 97%  -15个百分点 

   逾期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 96% 110%  -14个百分点 

2.资产收益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77% 0.74%  +0.03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0% 11.49%  -0.19个百分点 

3.净利差 2.53 2.26  +0.27个百分点 

4.净息差 2.62 2.35  +0.27个百分点 

5.成本收入比 29.61% 30.32%  -0.71个百分点 

上年同期/上年末 变动 2019年末 

注：本行于2016年3月7日非公开发行200亿元非累积型优先股，在计算“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分子均扣减了已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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