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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二○二一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A 股股票代码：600036） 

 

1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7人，实际参会董事17

人。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本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的

季报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报告中金额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币列示。 

本报告中“招商银行”“本公司”“本行”均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缪建民、行长田惠宇、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王良及财务机构负责人李俐声明：保证本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展望性陈述。报告中使用诸如“将”

“可能”“有望”“力争”“努力”“计划”“预计”“目标”及类似字眼以表达展望性陈述。这

些陈述乃基于现行计划、估计及预测而作出，虽然本公司相信这些展望性陈述中所反映的期望是

合理的，但本公司不能保证这些期望被实现或将会证实为正确，故不构成本公司的实质承诺，投

资者不应对其过分依赖并应注意投资风险。务请注意，该等展望性陈述与日后事件或本公司日后

财务、业务或其他表现有关，并受若干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出现重大差异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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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本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人民币百万元，特别注明除外） 

本报告期末  

2021年3月31日  

上年末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8,664,641    8,361,448  3.63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755,107  723,750 4.33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1)

  26.61   25.36  4.93 

    

（人民币百万元，特别注明除外） 

本报告期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88) 87,147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元） (1.28) 3.46 不适用 

 

（人民币百万元，特别注明除外） 

本报告期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4,751  76,603 10.6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2,015   27,795 15.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1,886   27,916  14.22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1.27  1.10  15.45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1.27 1.10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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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1.26  1.11  13.51 

年化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

 

 19.54  18.76  上升0.78个 

百分点  

年化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本行 

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

 

19.46 18.84  上升0.62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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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发行了永续债，均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因此，在计算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净资产时，“平均净资产”和“净资产”扣除了优先股和永续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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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百万元）  2021年1-3月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17 

其他净损益  148 

所得税影响数  (35) 

合计  130 

其中：影响本行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129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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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中国会计准则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报告期归属

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和报告期末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均无差异。 

2.3 资本充足率分析 

本集团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加强资本管理，报告期内满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各项资本要求。

报告期内监管机构对本集团及本公司的各项资本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

本充足率的最低资本要求分别为5%、6%和8%；同时，监管对储备资本要求为2.5%。考虑储备资本要

求后，本集团及本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应分别不得低于7.5%、8.5%

和10.5%。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高级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2.19%，一级资本充足率13.79%，资本充足率

16.24%，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风险加权资产增长较快。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高级法(1)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641,189  610,092   5.10   

一级资本净额  725,243  694,184   4.47   

资本净额  854,227    821,290    4.0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19% 12.29% 下降0.10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79% 13.98% 下降0.19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6.24% 16.54% 下降0.30个百分点  

杠杆率情况 (2)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9,803,562   9,395,026 4.35 

杠杆率 7.40% 7.39% 上升0.01个百分点 

注： 

(1) “高级法”指2012年6月7日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的高级计量方法，下同。按

该办法规定，本集团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招商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本公司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招商银行

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符合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的附属公司包括：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招银理财）、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商业银行在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并行期内，应当通过资本底线调整

系数对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乘以最低资本要求与储备资本要求之和的金额、资本扣减项总额、可计入资本的超额贷

款损失准备进行调整。资本底线要求调整系数在并行期第1年为95%，第2年为90%，第3年及以后为80%，2021年

为并行期实施的第7年。 

(2)   自2015年起使用2015年2月12日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计算杠杆率。2020年

年末、第三季度末和半年末本集团的杠杆率水平分别为：7.39%、7.2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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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高级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1.73%，一级资本充足率13.43%，资本充足率

15.98%。 

本公司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61,217   532,209  5.45  

一级资本净额  642,452   613,444  4.73  

资本净额  764,508  734,022 4.1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73% 11.81% 下降0.08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43% 13.62% 下降0.19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5.98% 16.29% 下降0.31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权重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60%，一级资本充足率11.99%，资本充足率

13.53%。 

本集团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权重法(注)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60% 10.68% 下降0.08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99% 12.16% 下降0.17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3.53% 13.79% 下降0.26个百分点 

注 ：“权重法”指按照2012年6月7日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信用风险

使用权重法，市场风险使用标准法，操作风险使用基本指标法，下同。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权重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07%，一级资本充足率11.53%，资本充足率

13.07%。 

本公司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7% 10.12% 下降0.05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53% 11.67% 下降0.14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3.07% 13.31% 下降0.2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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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东情况 

2.4.1 普通股股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为472,902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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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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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法人 4,551,575,749 18.05 无限售条件H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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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75,280,513 5.06 无限售条件A股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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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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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法人 1,130,991,537 4.48 无限售条件A股 - - 

8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境内法人 976,132,435 3.87 无限售条件A股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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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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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份的机

构，其所持股份为投资者持有的招商银行沪股通股份。 

(2)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前10名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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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的子公司。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 上述A股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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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优先股股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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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户。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优先股表决权恢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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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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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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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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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0 6.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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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 ： 

(1) 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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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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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5.1 本集团经营情况分析 

截至2021年3月末，本集团资产总额86,646.4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63%；负债总额79,027.87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3.56%。截至2021年3月末，本集团贷款和垫款总额53,125.2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64%；

客户存款总额58,272.1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53%（本报告2.5节中存贷款总额均未包含应收或应付利

息）。 

2021年1-3月，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320.15亿元，同比增长15.18%；实现营业收入847.51

亿元，同比增长10.64%。在国内经济持续恢复的宏观环境下，本集团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同

比实现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2021年1-3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息收入495.24亿元，同比增长8.23%，在营业收入中占比58.43%。2021

年1-3月本集团净利差2.44%，净利息收益率2.52%，同比分别下降2个和4个基点，环比分别上升13个

和11个基点。 

2021年1-3月，本集团实现非利息净收入352.27亿元，同比增长14.20%，在营业收入中占比41.57%，同

比上升1.30个百分点。非利息净收入中，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272.02亿元，同比增长23.30%，在营业

收入中占比32.10%，同比上升3.30个百分点；其他净收入80.25亿元，同比减少8.66%，主要是上年同

期市场利率有所下行，金融工具的投资收益表现较好。 

2021年1-3月，本集团成本收入比26.54%，同比上升0.97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3月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540.57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42亿元；不良贷款率1.02%，较

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438.88%，较上年末上升1.20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4.47%，较

上年末下降0.20个百分点。 

2.5.2 本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存贷款规模稳健增长。截至2021年3月末，本公司资产总额81,271.6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32%；负债

总额74,137.8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23%。截至2021年3月末，本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49,740.24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5.15%，其中，零售贷款占比55.37%，公司贷款占比37.98%，票据贴现占比6.65%。截至

2021年3月末，本公司客户存款总额55,893.4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35%，其中，活期存款占比65.86%，

定期存款占比34.14%。活期存款中，公司存款占比62.00%，零售存款占比38.00%；定期存款中，公司

存款占比69.81%，零售存款占比30.19%。2021年1-3月本公司存款日均余额中活期存款占比为65.13%，

较上年全年日均占比提高4.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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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增长有所加快。2021年1-3月，本公司实现净利润294.52亿元，同比增长16.31%；营业收入787.17

亿元，同比增长10.55%，其中，零售金融业务营业收入421.97亿元，同比增长10.10%，占本公司营业

收入的53.61%。 

2021年1-3月，本公司实现净利息收入481.37亿元，同比增长8.95%，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

为61.15%。本公司2021年1-3月净利差2.50%，净利息收益率2.58%，环比分别上升11个和10个基点。

净利差和净利息收益率环比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本公司坚持以核心存款增长为主的存款推动策略，活

期存款占比上升，存款结构不断优化，存款成本率环比下降；二是今年一季度本公司适当加快贷款投

放节奏，收益相对较高的资产占比提升，生息资产收益率环比上升。净利差和净利息收益率同比分别

下降2个和3个基点，主要是受上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多次下调的累积效应影响。对此，本公司

一方面抓住时机及早投放信贷资产，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低成本活期存款增长，存款成本率同比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产收益率下降带来的影响。 

2021年1-3月，本公司实现非利息净收入305.80亿元，同比增长13.17%，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38.85%。

非利息净收入增长主要是因为代理基金、代理保险、代理信托、结算清算及托管费收入增加。非利息

净收入中，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245.41亿元，同比增长23.90%，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14.25

亿元（包括：代理基金收入41.64亿元，代理保险收入33.85亿元，代理信托计划收入23.85亿元，代理

理财收入13.61亿元，代理贵金属收入1.30亿元）。 

2021年1-3月，本公司业务及管理费210.54亿元，同比增长14.11%，成本收入比26.75%，同比上升0.84

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及资本使用效率保持较好水平。截至2021年3月末，本公司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15.98%，

一级资本充足率13.43%，较权重法下分别高2.91个和1.90个百分点。高级法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

率（RAROC，税前）30.03%，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资产质量总体稳定。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良贷款余额519.7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14亿元，不良

贷款率1.04%，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关注贷款余额362.38亿元，较上年末减少13.20亿元，关注

贷款率0.73%，较上年末下降0.06个百分点；逾期贷款余额554.3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7.80亿元，逾期

贷款率1.11%，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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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公司按产品类型划分的贷款和垫款资产质量情况。 

 

 

 

 

 

 

 

 

 

 

 

 

 

 

 

 

 

注 ：主要包括商用房贷款、汽车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贷款及以货币资产质押的其他个人贷款。 

2021年1-3月，本公司新生成不良贷款115.66亿元，同比增加24.65亿元；不良贷款生成率（年化）0.95%，

同比上升0.10个百分点，其中，公司贷款不良生成额33.88亿元，同比增加23.45亿元，主要是个别公司

客户杠杆率较高，盈利和现金流表现不佳，叠加疫情影响，风险情况进一步加剧；零售贷款（不含信

用卡）不良生成额10.09亿元，同比减少4.20亿元；信用卡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和共债风险叠加，新生

成不良贷款71.69亿元，同比增加5.40亿元。 

本公司继续贯彻执行延期还本付息政策。2020年全年及2021年1-3月期间，本公司累计办理延期还本付

息的客户贷款金额为1,694.25亿元，其中2021年1-3月累计办理延期还本付息的客户贷款金额为168.53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仍处于延期还本付息状态的客户贷款余额为234.69亿元。本公司将持续加强对

延期还本付息客户的监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风险管控。 

 

 

 
2021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贷款和 

垫款余额 

不良 

贷款余额 

不良 

贷款率% 

关注 

贷款余额 

关注 

贷款率% 

逾期 

贷款余额 

逾期 

贷款率% 

公司贷款  1,888,973   30,913  1.64  10,871  0.58   27,290  1.44  

票据贴现  330,988   -    -  28  0.01   -    -  

零售贷款  2,754,063   21,058  0.76  25,339  0.92   28,148  1.02  

小微贷款  535,097   2,883  0.54  960  0.18   2,833  0.53  

  个人住房贷款  1,293,720   3,303  0.26  1,579  0.12   3,492  0.27  

信用卡贷款  753,500   12,238  1.62  22,176  2.94   18,873  2.50  

消费贷款  150,628   2,135  1.42  540  0.36   2,434  1.62  

其他(注)  21,118   499  2.36  84  0.40   516  2.44  

贷款和垫款总额 4,974,024   51,971  1.04  36,238  0.73  55,438  1.11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贷款和 

垫款余额 

不良 

贷款余额 

不良 

贷款率% 

关注 

贷款余额 

关注 

贷款率% 

逾期 

贷款余额 

逾期 

贷款率% 

公司贷款 1,758,951 29,767 1.69 11,389 0.65 25,096 1.43 

票据贴现 327,479 - - 459 0.14 - - 

零售贷款 2,643,953 21,690 0.82 25,710 0.97 29,562 1.12 

小微贷款 474,528 3,013 0.63 1,014 0.21 2,836 0.60 

个人住房贷款 1,264,388 3,736 0.30 1,516 0.12 3,833 0.30 

信用卡贷款 746,559 12,421 1.66 22,554 3.02 20,059 2.69 

消费贷款 135,606 1,998 1.47 553 0.41 2,304 1.70 

其他(注) 22,872 522 2.28 73 0.32 530 2.32 

贷款和垫款总额 4,730,383 51,457 1.09 37,558 0.79 54,65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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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内经济总体上处于稳步复苏的进程中，但全球疫情防控形势和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多变，

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部分行业和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着比较多的困难，未来一段时间内潜

在风险依然存在，本公司资产质量管控仍将面临一定挑战。 

本公司将动态研判风险形势，继续做好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调整，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夯实风险

管理基础，从严资产分类，充分暴露风险，高效处置不良资产，努力保持资产质量总体稳定。 

拨备计提稳健审慎。本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的拨备计提政策，截至2021年3月末，本公司贷款损失准

备余额2,306.6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4.44亿元；拨备覆盖率443.82%，较上年末上升0.31个百分点；贷

款拨备率4.64%，较上年末下降0.18个百分点。 

零售客户数及AUM稳步增长。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客户数1.61亿户（含借记卡和信用卡客户），

较上年末增长1.90%，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

331.42万户，较上年末增长6.85%；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AUM）余额95,946.1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30%，其中管理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余额78,802.4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28%，占全行管理零售

客户总资产余额的82.13%。本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

客户）106,887户，较上年末增长6.91%；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29,840.0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55%；户均总资产2,791.74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6.47万元。今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逐步回归正常，本公司以大财富管理体系建设为着力点，依托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优质服务，零售获客和AUM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展望全年，本公司将以客户为中心，深化开放融

合，加快创新变革，探索打通月活跃用户（MAU）到AUM的路径，全力打造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

全面提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3 重要事项 

3.1 主要合并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主要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1年  

3月31日  

较上年末  

变化(%) 

 

主要原因 

贵金属 4,449 -44.18 由于市场情况变化，境内机构从境外拆入黄

金需求减少，因此本公司境外分行拆出黄

金减少。 

应交税费 27,316 46.48 应交企业所得税和应交增值税增加。 

预计负债 13,614 65.44 对表外业务增提预期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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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1年  

1-3月  

同比  

变化(%) 

 

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1) -314.67 贵金属损益减少；受市场利率上行影响，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票据非标投资估值减少。 

营业外收入 106 562.50 账户清理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13) -94.74 上年同期因疫情捐赠支出，基数较高。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301) -937.93 合营公司招商信诺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61) 不适用 受市场利率上行影响，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券投资及票

据贴现估值减少。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661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债券投资增量同比增加，本期预期信

用损失同比增提。 

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 46  不适用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估值波动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11) 不适用 本期汇率波动同比有所减小。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 不适用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估值波动减少。 

3.2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2020

年度净利润886.74亿元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88.67亿元；按照风险资产1.5%差额计提一般

准备82.47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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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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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本公

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

实施。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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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要说明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展 

为提高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招银理财的经营管理水平，推进招商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响应金

融对外开放的政策，招银理财拟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简称战略投资者）。本次增资以协议方式进行，经双方商议，战略投资者出资约26.67

亿元，其中约5.56亿元计入招银理财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招银理财注册资本将由50亿元

增加至约55.56亿元，本公司持股90%，战略投资者持股10%。目前，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

增资事项尚待监管机构审批。  

为贯彻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战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客户，同时维持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台州银行）股权结构的稳定，本公司拟购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台州银行14.8559%的股权。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持有台州

银行10%的股权，若完成本次交易，本公司将持有台州银行24.8559%的股权。本次交易尚需经

台州银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后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为保证本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保障股东长远利益，增加资本储备，夯实资本基础，增强抵御风险

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资本债券有关授权的议案》。目前，

本议案尚待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在取得相关监

管机构批准的条件下，适时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及/或二级资本债券，用以补充本公司其他一级

资本及/或二级资本。本公司将通过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股

东回报水平。 

上述事项的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

司网站的日期为2021年3月19日的有关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