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二〇一八年度报告摘要 
 

 

A 股股票代码：600036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招商银行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2 

 

1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蛇口培训中心召开。李建红董事

长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参会董事 16 名，实际参会董事 16 名，本公司 8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利润分配预案：本公司拟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752.32亿元的10%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计75.23亿元；按照风险资产1.5%差额计提一般准备60.28亿元；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

登记日A股和H股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现金分红0.94元（含税），

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2018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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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 

A 股股票简称 招商银行 H 股股份简称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代码 600036 H 股股份代号 03968 

A 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股份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董事会秘书 王良 证券事务代表 霍建军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电话 +86 755 8319 8888 

电子邮箱 cmb@cmbchina.com 

 

2.2 公司业务概要 

本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是一家在中国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全国性商业

银行。本公司业务以中国市场为主，分销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

海经济区等中国重要经济中心区域，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有关详情请参阅年度报告全文

中的“分销渠道”和“分支机构”章节。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在 106 个国家（含中国）及地区共

有境内外代理行 1,783 家。2002 年 4 月，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6 年 9 月，本公司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 

本公司向客户提供各种批发及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亦自营及代客进行资金业务。本公司推出

的许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广为中国消费者接受，例如：“一卡通”多功能借记卡、“一网通”综合网

上银行服务，信用卡、“金葵花理财”和私人银行服务，招商银行 App 和掌上生活 App 服务，招商

银行企业 App 服务，全球现金管理、贸易金融等交易银行与离岸业务服务，以及资产管理、资产托

管和投资银行服务等。 

2018 年，本公司主动适应内外部形势变化，明确以金融科技为核动力，致力于打造“最佳客户

体验银行”，一年来业务发展成效显著，客户基础更加雄厚，客户服务能力稳步提升。2019 年，本

公司将紧紧围绕客户和科技两大关键点，深化战略转型，推动新的经营模式形成。有关内容详见年

度报告全文中的“董事长致辞”“行长致辞”和第三章。 

 

 

mailto:cmb@cm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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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经营业绩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营业收入 248,555 220,897 12.52 209,720 

营业利润 106,608 90,540 17.75 78,413 

利润总额 106,497 90,680 17.44 78,963 

净利润 80,819 70,638 14.41 62,38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80,560 70,150 14.84 62,0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

行股东的净利润 
80,129 69,769 14.85 61,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21) (5,660) (531.11) (120,615) 

每股计（人民币元 / 股）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基本

每股收益
（1）

 
3.13 2.78 12.59 2.46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稀释

每股收益 
3.13 2.78 12.59 2.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

益 

3.11 2.77 12.27 2.4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2) (0.22) (545.45) (4.78) 

财务比率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

收益率 
1.24 1.15                       

增加 

0.09 个百分点 
1.09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

 
16.57 16.54 

增加 

0.03 个百分点 
16.27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7 16.54 

增加 

0.03 个百分点 
16.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6.48 16.45 
增加 

0.03 个百分点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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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总资产 6,745,729 6,297,638 7.12 5,942,311 

贷款和垫款总额
（2）

 3,933,034 3,565,044 10.32 3,261,681 

—正常贷款 3,879,429 3,507,651 10.60 3,200,560 

—不良贷款 53,605 57,393 (6.60) 61,121 

贷款损失准备 192,000 150,432 27.63 110,032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贷款和垫款的损失

准备
（3） 

22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总负债 6,202,124 5,814,246 6.67 5,538,949 

客户存款总额
（2）

 4,400,674 4,064,345 8.28 3,802,049 

—企业活期存款 1,815,427 1,581,802 14.77 1,441,225 

—企业定期存款 1,022,294 1,144,021 (10.64) 1,076,266 

—零售活期存款 1,059,923 972,291 9.01 951,615 

—零售定期存款 503,030 366,231 37.35 332,943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540,118 480,210 12.48 402,350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人民币元/股）
（1）

 
20.07 17.69 13.45 15.95 

资本净额（高级法） 641,881 546,534 17.45 449,116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482,340 425,689 13.31 388,762 

风险加权资产 

（考虑并行期底线要求） 
4,092,890 3,530,745 15.92 3,368,990 

按季度披露的经营业绩指标 

2018 年 

第一季度 

2018 年 

第二季度 

2018 年 

第三季度 

  2018 年 

  第四季度 

 （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61,296 64,850 62,075 60,33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2,674 22,082 22,624 13,1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2,546 22,039 22,443 13,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51) (11,973) (109,081) 138,984 

注：(1)有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规定计算。本公司 2017 年发

行了非累积型优先股，本年进行了优先股股息的发放。因此，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

产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已扣除优先股股息，“平均净资产”和“净资产”扣除了优先股。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基于实际利率

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并反映在相关报表项目中，不再单独列示“应收利

息”项目或“应付利息”项目。列示于“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余额仅为

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尚未支付的利息。2017年度同期可比数无需调整。

自 2018 年年报起，本集团已按上述要求调整财务报告及其附注相关内容。除特别说明，此处及下文相关项目余额均

未包含上述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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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款和垫款账面金额不扣除损失准备 2.28 亿元。有关详情请

参阅财务报告附注 9(a)。 

(4)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列

示如下：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8 年 

（人民币百万元）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193 

其他净损益 354 

减：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数 (112) 

合计 435 

 

3.2 补充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盈利能力指标  

净利差
（1） 2.44 2.29 增加 0.15 个百分点 2.37 

净利息收益率
（2） 2.57 2.43 增加 0.14 个百分点 2.50 

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净利息收入 64.53 65.57 减少 1.04 个百分点 64.18 

 －非利息净收入 35.47 34.43 增加 1.04 个百分点 35.82 

成本收入比
（3）

 31.02 30.23 增加 0.79 个百分点 27.67 

注：(1)净利差为总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与总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两者的差额。 

(2)净利息收益率为净利息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3)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资产质量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不良贷款率 1.36 1.61 减少 0.25 个百分点 1.87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

 358.18 262.11 增加 96.07 个百分点  180.02 

贷款拨备率
（2）

 4.88 4.22 增加 0.66 个百分点  3.37 

注：(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2)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贷款和垫款总额。 

 

资本充足率指标（%） 

（高级法）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78 12.06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11.5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2 13.02 减少 0.40 个百分点 11.54 

资本充足率 15.68 15.48 增加 0.20 个百分点 13.33 

注：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 13.06%，一级资本充足率 11.0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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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总数 288,819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A股股东总数 255,217

户，H 股股东总数 33,602 户。截至本次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即 2019 年 2 月 28 日），本公

司股东总数 237,687 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A 股股东总数 204,204 户，H 股股东总数

33,483 户。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期末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 

（股） 

持有 

有限售 

条件股

份数量

（股）  

质押

或 

冻结

（股）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 4,546,479,669 18.03  H股 2,470,137 - 未知 

2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3,289,470,337 13.04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3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574,729,111 6.24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4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

法人 
1,258,949,171 4.99  

无限售

条件A股 
1,258,949,171 - - 

5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守型投资组合 

境内

法人 
1,258,949,100 4.99  

无限售

条件A股 
1,258,949,100 - - 

6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258,542,349 4.99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7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147,377,415 4.55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8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944,013,171 3.74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法人 
754,798,622 2.99  

无限售

条件A股 
-106,265,358 - - 

10 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96,450,214 2.76  

无限售

条件A股 
- - -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

的招商银行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2)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和中远海运（广州）有

限公司同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谐健康）和安邦人寿同为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3)报告期内，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邦财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258,949,171 股 A 股股份、

1,258,949,100 股 A 股股份分别转让给和谐健康和安邦人寿。股份转让后，安邦财险、和谐健康、安邦人寿合并持有

本公司 2,704,596,216 股 A 股股份及 229,498,500 股 H 股股份，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3%。 

(4)上述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招商银行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8 

 

4.2 优先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 13 户，其中，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

人）数量为 1 户，境内优先股股东数量为 12 户。截至本摘要公布日前上一月末（即 2019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 13 户，其中，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数量为 1

户，境内优先股股东数量为 12 户。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 10 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

内增减 

（股） 

期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境外

法人 

境外 

优先

股 

- 50,000,000 100 - 未知 

注：(1)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设臵的本公司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由于此次发行为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获配售人代持人的信息。 

(3)本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 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 

期内 

增减 

（股）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数量 

（股）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06,000,000 38.55 - - 

2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30,000,000 10.91 - - 

3 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25,000,000 9.09 - - 

4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20,000,000 7.27 -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20,000,000 7.27 - -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19,000,000 6.91 - - 

7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5.45 - - 

中国烟草总公司安徽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5.45 -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3.64 - - 

10 

中国烟草总公司辽宁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 1.82 - -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 1.82 -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 1.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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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设臵的本公司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安徽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

辽宁省公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5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5.1 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2018年，本集团始终坚持“轻型银行”的战略方向和“一体两翼”的战略定位，积极稳健开展各

项业务，总体经营情况持续向好，“质量、效益、规模”实现动态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 

盈利稳步增长。2018年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805.60亿元，同比增长14.84%；实现

净利息收入1,603.84亿元，同比增长10.72%；实现非利息净收入881.71亿元，同比增长15.95%，剔除新

金融工具准则1影响，同比增长4.01%。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和归属于本行

普通股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为1.24%和16.57%，同比分别提高0.09和0.03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规模平稳增长。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67,457.2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12%；

贷款和垫款总额39,330.3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32%；负债总额62,021.2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67%；

客户存款总额44,006.7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28%。 

不良贷款下降，拨备覆盖保持稳健水平。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总额536.05亿元，较上

年末减少37.88亿元；不良贷款率1.36%，较上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358.18%，

较上年末提高96.07个百分点。 

 

5.2 利润表分析 

2018年，本集团实现税前利润1,064.97亿元，同比增长17.44%，实际所得税税率24.11%，同比

增加2.01个百分点。 

                                                        
1 新金融工具准则指《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及相关应用指南。该准则实施之前，部分金融工具按摊余成本计量或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实施之后，计量属性和核算方法调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对收入数据的影响为：当期估值变动影响非利息净收入及营业收入；投资收益列报方式相应由利息收入改为非

利息收入，影响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净收入结构，但不影响营业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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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2018年度本集团主要损益项目变化。 

 2018年 2017年 变动额 

      （人民币百万元） 

净利息收入 160,384 144,852 15,532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6,480 64,018 2,462 

其他净收入
（注）

 21,691 12,027 9,664 

业务及管理费 (77,112) (66,772) (10,340) 

税金及附加 (2,132) (2,152) 20 

信用减值损失 (60,829) (59,922) (907)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8) (4) (4) 

其他业务成本 (1,866) (1,507) (359) 

营业外收支净额 (111) 140 (251) 

税前利润 106,497 90,680 15,817 

所得税 (25,678) (20,042) (5,636) 

净利润 80,819 70,638 10,18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80,560 70,150 10,410 

注：本期起，本集团将贵金属交易损益整体列示于“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下，并对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和“投资收益”2017 年同期可比数进行调整，对营业收入、非利息净收入及相关指标无影响。 

 

5.3 资产负债表分析 

5.3.1 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67,457.2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12%，主要是由于本集团贷款

和垫款、债券投资等增长。 

为保持数据可比，本节“3.3.1资产”金融工具除在“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表中按财政

部要求包含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应收利息之外，其他章节仍按未含应收利息的口径进行分析。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贷款和垫款总额 3,941,844 58.43 3,565,044 56.61 

贷款损失准备
（1） (191,895) (2.84) (150,432) (2.39) 

贷款和垫款净额 3,749,949 55.59 3,414,612 54.22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2）

 1,714,490 25.42 1,602,475 25.45 

现金、贵金属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00,020 7.41 625,728 9.94 

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00,160 1.48 76,918 1.22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12,797 7.60 407,178 6.47 

商誉 9,954 0.15 9,954 0.16 

其他
（3）

 158,359 2.35 160,773 2.54 

资产总额 6,745,729 100.00 6,297,638 100.00 

注：(1)本年末的“贷款损失准备”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和垫款的损失准备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和垫款应

收利息损失准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款和垫款账面金额不扣除损失准备 2.28 亿元。有

关详情请参阅财务报告附注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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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本报告期，本集团因终止出售交易而将合营公司香港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从“其他资产”中的“持有待售资

产”转出至“长期股权投资”，并相应调整了同期比较数据。有关详情请参阅财务报告附注 19(b)。 

(3)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其他资产。 

 

5.3.2 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62,021.2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67%，主要是客户存款稳步增长。 

为保持数据可比，本节“3.3.2负债”金融工具除在“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表中按财政

部要求包含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应付利息之外，其他章节仍按未含应付利息的口径进行分析。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客户存款 4,427,566 71.39 4,064,345 69.90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70,826 7.59 439,118 7.55 

向中央银行借款 405,314 6.54 414,838 7.13 

拆入资金 203,950 3.29 272,734 4.69 

交易性金融负债
（1）

 44,144 0.71 26,619 0.46 

衍生金融负债 36,570 0.59 21,857 0.3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78,141 1.26 125,620 2.16 

应付债券 424,926 6.85 296,477 5.10 

其他
（2）

 110,687 1.78 152,638 2.63 

负债总额 6,202,124 100.00 5,814,246 100.00 

注：(1)本期，本集团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将

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修改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反映本集团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和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其他负债。 

 

5.3.3 股东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股东权益 5,436.0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2.46%，其中，未分配利润 2,743.61

亿元，因本年实现净利润及利润分配因素，较上年末增长 13.81%；其他综合收益 67.25 亿元，较上

年末增加 114.66 亿元，主要因债市估值上涨所致。 

 

以下从 5.4 节开始的内容和数据均从本公司角度进行分析。 

5.4 业务发展战略实施情况 

战略转型持续推进 

2018 年，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本公司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入推进“轻型银行”“一体两

翼”战略转型，明确以金融科技为核动力，致力于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 

“轻型银行”成绩卓著。在金融监管力度加强、中间业务收入增速普遍下降、新增资产投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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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表内的形势下，本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轻型银行”战略布局，近两年本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速

高于权重法下风险加权资产复合增速 4.69 个百分点。本公司将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将“轻

型银行”战略推向深入，让“轻资产”经营更轻，实现“轻管理”和“轻运营”，打造更具互联网

元素的“轻文化”。 

“一体两翼”根基坚实。2018 年，本公司客群呈加速增长势头，业务根基更加坚实。作为“一

体”的零售客户方面，“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两大 App 累计用户数达 1.48 亿户，零售客户总

数达 1.25 亿户，客群总量迈上新台阶，其中，新增“双金客群”（金葵花及金卡客群）首次突破 100

万户，创历史新高；私钻客群及其管理客户总资产（AUM）保持稳定增长；信用卡交易额达到 3.79

万亿元。本公司私人银行和信用卡业务的市场首位度继续扩大。“两翼”业务基础日益夯实。公司

客户总数突破 180 万户，当年新开公司存款客户数突破 40 万户，贡献日均存款 1,614.82 亿元；机

构客户人民币存款日均余额较上年增加 715.62 亿元，增速 10.22%，成为低成本负债稳定来源的中

坚力量。本公司机构业务以“双第一”的佳绩中标中央财政直接支付代理银行和中央财政授权支付

代理银行两项资格，地方政府专项债全流程金融服务市场占有率超过 50%。本公司理财规模和资产

托管规模保持稳定，均居行业第二。同时，本公司金融市场、票据、债券承销等业务继续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 

“金融科技银行”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本公司持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报告期内信息科技投入 65.02 亿元，同比增长 35.17%，是本公

司当年营业收入的 2.78%，同比提高 0.46 个百分点。全行累计申报金融科技创新项目 931 个，其中

304 个项目已投产上线，“金融科技银行”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1、零售 MAU 加速增长，数字化转型掀开新篇章。报告期内，“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两

大 App 的月活跃用户（MAU）达 8,104.67 万，较上年末增长 47.24%
2，两大 App 分别有 27.11%和

44.21%的流量来自非金融服务。分行运营城市专区热情高涨，41 家分行 335 个网点建立了线上店。

场景拓展聚焦出行、饭票和电影票、商城、校园、医疗等垂直细分领域，覆盖城市公交、地铁、停

车场等场景。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深入，两大 App 已成为客户经营的主要平台，借记卡线上获客占

比 17.89%，信用卡数据获客占比 61.21%。为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本公司在

总行层面建立网络经营服务中心，开展客户数字化经营。截至报告期末，网络经营服务中心线上直

营零售客户 386 万户，直营客户 AUM 同比增长 17.84%，较全量零售客户 AUM 增幅高 7.49 个百分

点。通过对零售客户生成 1,726 个客户画像标签，本公司营销客户触达次数提升了 6.56 倍，营销成

功率达到 17.42%，初步开始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 

2、批发业务加速金融科技应用，积极探索生态视角客户经营。本公司前瞻布局产业互联网，

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参与由央行牵头搭建的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建设，并落

地同业首笔多级应收账款转让融资业务；作为石化行业龙头企业产业互联网一期项目的唯一合作银

行，为其电商平台提供“云账单”B2B 账户综合解决方案；携手建筑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基于区块链

                                                        
2 2018年起，本公司招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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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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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互联网协作平台，聚焦集团成员企业的集中采购供应链融资服务。创新对公客户“聚合收款”

业务，在高速、医疗、教育、汽车等领域开展产业场景拓展，拓展对公商户 2.83 万户，全年交易量

399.03 亿元。推动数字化经营平台建设，构建招商银行企业 App，不到半年客户数量已达 53.39 万

户，月活跃客户数达到 20.55 万户；网上企业银行客户数 168.89 万户，月活跃客户数 82.34 万户，

对公服务体系网络化趋势更加明显。报告期票据在线贴现业务量达 2,058.80 亿元；票据在线贴现客

户数 9,110 户，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 88.44%，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客户经理对

对公移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单月访问量提升至 153 万次，较上年末增长 53%，对公司客户的经营

管理效率及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3、金融科技推动了风险管理进步。零售金融通过综合客户设备、环境、交易对手等多个维度，

监控超过 4,000 个变量，实现毫秒级风险决策和亿级数据计算能力以防控欺诈风险，报告期内，覆

盖零售金融类交易接近 20 亿笔。批发金融搭建风险大数据平台，整合 15 类外部数据和客户在本公

司 3 年内的交易数据，建立公司客户关系图谱和智能预警体系，其中，企业客户智能预警系统上线

9 个月，对潜在风险企业客户的预警识别准确率达 73.05%。通过持续优化债券评审线上化流程，本

公司已有 80%的债券信用评级模型实现了线上自动化处理，评审时效性较线下流程提升 30%。 

4、科技基础能力行业领先。初步建立了混合云的基础架构，加速推进云计算和分布式交易云

平台建设，X86 服务器部署总量是上年末的 2.71 倍，三分之一的应用已经迁移到云架构，分布式交

易云平台峰值处理能力达到 3.2 万笔/秒，居银行业前列。数据湖不断扩容，入湖数据较上年增长

53.91%。建立大数据处理平台，竭力打通各类数据，以客户为中心从 9 个维度整合客户数据，形成

1.7 万个数据项，持续构建统一的客户视图，不仅实现了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数据互通，还跨条线对

公司客户和零售客户进行关联打通。本公司已在 53 个业务领域通过敏捷开发实现了科技与业务的

融合创新，需求响应速度大幅提升。 

“最佳客户体验银行”稳步前行。零售两大 App 建立了可量化的用户体验监测体系和严格的反

馈机制。批发条线成立了专门的用户体验团队，建立了公司金融科技体验中心。3.0 网点全新亮相，

为客户呈现全新的数字化体验。 

 

5.5 关于 2019 年前景展望与应对措施 

展望 2019 年，民粹主义阴霾之下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累积，全球贸易活动放缓，制约全球

经济增长。随着美国财政刺激效果逐渐消散，全球经济将同步放缓。受此影响，全球流动性收缩将

趋于缓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短期增长下行与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双重压力叠加，贸易摩擦的

不利影响可能逐渐显现。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等传统增长动能明显弱于历史水平，贸易顺差

可能收窄；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升级动力减弱，新产业培育发展相对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

有限，经济新动能仍待培育。 

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望保持韧性。基建投资动力有望触底回升，

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摸底的完成，以及地方政府举债规则的明确，地方政府专项债、PPP 等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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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有望更加通畅。制造业投资中采矿、冶金、石化等高能耗项目增速可能明显下降，但装备、信

息等高技术投资增速有望上升，家居、建材等投资有望维持较高水平。随着进一步减税的落地，居

民消费有望获得提振。出口受益于我国生产门类齐全和产业链配套完善的优势，仍有望保持一定韧

性，为贸易摩擦缓和赢得时间和空间。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可能明显下滑，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望维持温和通胀的格局。2019 年美元强势可能反

转，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在中国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长期贬

值压力不大。 

2019 年，宏观调控将更加注重政策协同，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财政赤字率上调至 2.8%，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在

“开正门、堵偏门”的政策导向下，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将达到 2.15 万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8,000

亿元。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更加重视疏通信用传导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

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将保持合理

充裕，但不会“大水漫灌”。整体来看，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韧性犹存，宏观政策将更加前瞻灵活、

协调有效，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根据当前环境，2019 年本公司自营贷款（时点）计划新增 10%左右，自营存款（日均）计划新

增 6%-7%，主动负债将根据本公司实际运行情况灵活配置。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本公司将保持

战略定力，回归服务本源，继续坚持“轻型银行”的方向，“一体两翼”的定位，围绕客户和科技

两大核心，聚焦零售数字化转型、批发新动能服务能力培养、风险治本体系打造、基础能力建设等

工作，推动新的经营模式尽快形成。 

一是咬定零售数字化转型目标，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零售业务将继续以月活跃用户（MAU）

为北极星，破解大批量低成本获客和打造数字化经营能力两大课题，以提高经营能力为着力点，促

进经营与拓客良性循环的形成。 

二是聚焦专业能力建设，加快培育批发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着力于自身专业能力建设，力求实

现两大突破：即迅速跟上新旧动能转换节奏，在新动能的专业服务能力上实现突破；紧跟企业数字

化转型趋势，在产业互联网上实现突破。 

三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补短板”实现风险治标，

高度关注重点领域风险，切实防范合规风险，并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围绕客户和科技两条主线锻造

风险治本能力，一方面加快基于行业研究的客户结构调整，建设支持、适应和服务于新动能客群的

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广泛运用金融科技，持续优化风险管理模式。 

四是加快基础建设步伐，为招行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致力于建设领先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

搭建数字化的智慧运营体系，培育与金融科技银行相适应的队伍和文化，谋求金融科技银行的系统

化、持续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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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业务运作 

5.6.1 零售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零售金融业务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税前利润572.27亿元，同比增长20.24%，

占本公司业务条线税前利润的57.22%。零售金融业务营业收入1,232.57亿元，同比增长16.04%，占

本公司营业收入的52.69%，其中，零售净利息收入805.37亿元，同比增长16.17%，占零售营业收入

的65.34%；零售非利息净收入427.20亿元，同比增长15.79%，占零售营业收入的34.66%，占本公司

非利息净收入的54.72%。2018年，本公司零售业务实现银行卡手续费收入165.15亿元，同比增长

19.66%；实现零售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93.38亿元，占零售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45.90%。 

为适应科技金融迅猛发展的外部环境，本公司零售金融主动走出传统经营的舒适区，正式向零

售金融 3.0 时代迈进，以经营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来适应服务生态的进化。2018 年，在“移动优先”

策略和“MAU 北极星指标”的牵引下，本公司持续通过数字化平台职能的强化向零售业务全方位

赋能，使得平台体系、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都向“全客群、全产品、全渠道”的方向优化，在现有

的客户分层经营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客户分类经营，不断夯实零售客户基础，在保持财富管理、私人

银行、信用卡、零售贷款、消费金融、电子银行等核心业务领域体系化竞争优势的同时，全面向“App

时代”进发。 

 

5.6.2  批发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批发金融业务税前利润427.78亿元，占本公司业务条线税前利润的

42.78%；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1,109.58亿元，同比增长8.92%，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47.43%，其中，

批发金融业务净利息收入773.18亿元，同比增长6.31%，占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的69.68%；批发金

融业务非利息净收入336.40亿元，同比增长15.42%，占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的30.32%，占本公司

非利息净收入的43.09%。 

 

5.7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有关本公司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请参阅财务报告附注3(30)“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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