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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资料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备，未经独

立验证。本资料未明示或暗示任何陈述或保证，本资料所表述或包含的信

息可不经通知而进行修改，其准确性、公正性或完整性也不应被依赖。 

    本资料包含若干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的前瞻性陈述，

这些陈述乃基于现行计划、估计及预测而作出。虽然公司相信这些前瞻性

陈述所反映的期望是合理的，但不能保证这些期望将会证实为正确。务请

注意，多种因素均可导致实际结果偏离任何前瞻性陈述所预期或暗示的状

况。本报告的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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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主要业绩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1,248.98 1,092.87 +14.28% 

利润总额 605.98 542.61 +1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71.38 412.11 +1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2.47 2.16 +14.38%  

总资产收益率(%) 1.18 1.20 -0.02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1 22.39 -1.18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 23.78 26.71 -2.93个百分点 

资产减值损失 259.04 181.88 +42.42% 

 公司各项业务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规模效益再创历史新高 

 生息资产日均规模平稳增长，息差企稳回升，同比提高4个BP，利息净收入平稳增长 

 中间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在营业收入中占比持续提升 

 业务成本控制良好，成本收入比保持同业较低水平 

 保持拨备计提力度，拨贷比2.76%，抵御风险基础进一步夯实 

 二级资本债和优先股成功发行，资本充足率11.29%，满足资本新规监管要求 



业务规模平稳提升 

单位：人民币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总资产超4.4万亿 

+13.14% 

+12.88% 

单位：人民币亿元 



盈利结构不断优化 

利息净收入占比逐步下降 

 单位：人民币亿元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逐步提升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各类拨备计提充足 

单位：人民币亿元 

 成本收入比持续下降 

 单位：人民币亿元 

+57.75% 
+14.86% 



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类  15,466.60 97.08 13,380.37 98.60 

关注类 289.44 1.82 86.89 0.64 

次级类 93.12 0.58 56.20 0.41 

可疑类 60.82 0.38 34.83 0.26 

损失类 21.50 0.14  12.28 0.09 

贷款余额 15,931.48 13,570.57 

不良贷款余额 175.44 103.31 

贷款拨备 438.96 363.75 

拨贷比（%） 2.76 2.68 

拨备覆盖率（%） 250.21 352.10 

不良贷款率（%） 1.10 0.76 



主要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单位：% 

项目                                                            监管标准值 2014年 2013年 

资本充足率 ≧10.5 11.29 10.83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8.89 8.6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8.45 8.68 

杠杆率 ≧4 4.61 4.36  

存贷比注 ≦75 64.76 61.95 

流动性比例 ≧25 41.59 35.79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8.26 7.06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20.44 23.72 

注：根据银发【2014】387文，自2015年起，非银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将做为一般性存款纳入存贷比计算。按此

口径测算，公司2014年末存贷比仅为54%，远低于监管标准，存贷比不再是制约公司资产业务发展的瓶颈 



 以整体营销计划推动为主

线，提振企业金融业务发

展的态势，对公客户基础

进一步夯实 

 着力构建融资多元化、筹

资多元化、支付结算现代

化和财务收入多元化的

“新四化”业务格局 

 贸易融资业务实现快速转

型和稳定发展，贸易融资

业务量、国际结算量再创

新高 

 全面支持节能环保事业，

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升级，

品牌影响进一步扩大 

条线专营化能力进一步提升 

 6,276  

 8,616  

 11,764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36.54% 
 

+37.28% 

贸易融资业务量 

单位：人民币亿元 

绿色金融融资业务余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1,984  

 4,258  

6,323 

2012年末 2013年末 2014年末 

+114.62% 

 +48.50% 

现金管理客户日均存款 

单位：人民币亿元 

  +58.17% 

企业金融条线 
企业金融客户数 



 零售核心客户群不断扩大，

零售综合金融资产快速增

长，年末余额突破万亿，

较年初增长32.77% 

 继续实施“低成本扩张”

策略，通过社区银行、电

子银行的全面建设，不断

完善零售渠道网络 

 持续加强零售产品创新，

以安愉人生、寰宇人生和

百花齐放等产品有效推进

业务品牌推广战略 

 信用卡业务精细化经营逐

步深入，私人银行业务以

咨询驱动为目标，逐步实

现业务转型 

条线专营化能力进一步提升 

零售银行条线 

信用卡业务收入 

单位：人民币亿元 

零售中间业务收入 

零售VIP客户数 零售综合金融资产 

单位：万户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管理

和服务平台，整合集团金

融市场资源，提升综合金

融服务能力 

 构建同业专业经营管理体

系，同业业务整体稳健合

规;资产负债规模稳定增长，

结构保持均衡 

 银银平台规模效益日益显

现，发展空间进一步打开，

债券投资、资金交易、经

纪业务稳健发展，对全行

的服务支持进一步加强 

 发挥集团平台优势，推进

综合化经营，以银行为母

体，在金融领域实现多牌

照经营 

条线专营化能力进一步提升 

银银平台结算金额与结算笔数 

单位：人民币亿元，万笔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同业资金来源规模 

金融市场中间业务收入 

同业存款结构 

结算类存款   其他一般 
  性存款  

交易性存款  

单位：人民币亿元 

金融市场条线 
2013年末 2014年末 



 子公司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贡献净利润同比增长28%， 

   盈利增幅接近母公司2倍 

 兴业信托受托资产规模6,447亿，盈利同比增长27% 

 兴业租赁融资租赁资产余额722亿元，盈利同比增长17%  

 兴业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1,948亿元，盈利1.2亿元 

 兴业消费金融公司年内顺利开业 

集团化经营成效显著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兴业租赁融资租赁资产规模 兴业信托受托资产规模    兴业基金资产管理规模 

500 

1948 

2013年末 2014年末 

+289.60% 

集团化
经营 

兴业租赁 

兴业信托 兴业基金 

兴业消金 



“大投行、大财富、大资管”业务格局进一步巩固 

 加大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力度，整合利用集团资产管理平台和牌照资源，建立健全内部条线之间、

母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和联动机制，形成发展合力。年末各类资产管理规模1.67万亿，较年初

增长48.54%，达表内资产规模38% 

 把握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机遇，加快资产托管业务发展步伐，年末资产托管规模达到4.73万亿，较

年初增长53.13%，首次超过银行表内资产规模，稳居同类银行前茅 

 适应金融脱媒趋势，投资银行业务保持快速发展，全年累计主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3,146亿元，同比增长30.43%，市场份额及主承销企业家数均排名市场前列 

单位：人民币亿元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 

单位：人民币亿元 

资产托管规模 

单位：人民币亿元 

资产管理规模 

16,746 

11,274 

+48.54% 

+45.00% 
+89.54% 

+53.13% 

+19.88% 

 +30.43% 

7,775 



2014年度顺利开业西宁分行、海口分行、
首家境外机构香港分行，经营机构已基本
覆盖全国各省 
 
 

运营支持保障更加完善 

兰州 

香港 

网银交易金额与电子银行交易替代率 

单位：人民币万亿元 

全行机构总数与银银平台连接网点数 

 2014年（不含）之前全行机构覆盖区域 

海口 

西宁 



市场地位和品牌形象稳步提升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排名，公司进入全球银行前50名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一级资本排名 147 117 97 83 69 55 49 

总资产排名 124 108 93 75 61 50 43 

品牌知名度、市场影响力大幅提升 

排名 

项目 

 位列美国《财富》2014年世界500强榜第338位，较去年提升90位 

 位列美国《福布斯》2014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第129位，较去年提升13位 

 凭借“可持续发展金融”连续第五年入选“2014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 

 位列Interbrand2014最佳中国品牌价值榜第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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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季度主要业绩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一季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342.07  286.02  +19.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7.90  133.63  +1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70 +10.68%  

总资产收益率(%) 0.33 0.36 -0.03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6.45 -0.59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 19.76 21.44 -1.68个百分点 

资产减值损失 55.69 28.10 +98.19% 

项目                                                            2015年一季末 2014年末 较年初变动 

总资产 45,130.36 44,063.99 +2.42%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2,730.16 2,579.34 +5.85% 

客户贷款 16,788.10 15,931.48 +5.38%  

各项投资 15,439.29 13,604.41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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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 

 

加快培育核心 
业务及品牌 

努力打造一流“综合银行、轻型银行、智慧银行” 

高度重视加强 
基础建设 

进一步转变观念 
拓宽视野 

 发挥集团化经营优势，统筹运用集团各类牌照和平台资源，积极开展多市场、多元
化运作 

 打开国际视野，充分利用香港分行业务平台，灵活运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优化自
身经营管理，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转变传统思维惯性，更加积极主动“触网”，强化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加快从集团层面规划、培育核心业务，打造核心品牌 

 结合本行既有业务优势与新兴产业发展机遇，以城镇化金融、环境金融、养老金
融、中小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服务、资产管
理的投资与托管服务等为重点，培育集团核心业务群 

 推动深化条线改革，继续巩固发挥条线尤其是总行条线部门在客户服务、营销组
织、产品开发、统一授信等方面的牵头和管理作用 

 立足不同类别业务属性和特点，大胆探索经营体制、管理机制创新，赋予经营主
体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灵活性，激发各类业务和队伍发展活力 

 持续加大IT基础设施和各类系统开发建设力度，稳步提升本行经营管理的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加大风险管理专业队伍建设，推进风险管理理念、模式和技术创新，切实提高风
险管理对经营转型的支持和推动 

 全面梳理、优化账户管理，稳步推进集团内部客户账户统一管理 



强化夯实 
管理基础 

 深化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改革，强化统一授信管理，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前瞻性 

 牢固树立合规经营、内控优先文化，健全问责机制，加大问责力度，增强问责准度 

 强化各项基础保障工作，在集团层面推动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及后台运营资源整合共享 

完善管理 
体制机制 

 加强健全集团资本管理体制，强调资本回报，坚持节约资本和提升价值的基本业务导向 

 突出责权利一致原则，完善条块结合、统分结合、矩阵式考核评价及资源配置管理体制 

 探索重点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突破，着力培育集团核心业务群以及新的业务增长点 

突出重点 
加快转型 

 传统银行业务强调“重心下沉”，持续完善服务渠道建设，高度重视发展交易银行业务 

 批发银行业务强调“大投行”理念，整合集团内部各项资源，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财富、资产管理强调“大资管”理念，整合国内外优秀金融资源，提升多市场服务能力 

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协调匹配 
资产负债 

 立足市场利率下行趋势，把握市场机会，适当加快资产投放，努力构建高收益资产 

 多渠道拓展负债来源，稳步扩大主动负债规模，大力拓展结算型负债及各类同业存款 

 完善“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动态调整”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确保流动性安全 



Q & A 

欢迎通过投资者关系邮箱与我们保持联系 

irm@ci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