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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前三季度主要业绩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6年前三季度 2015年前三季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1,186.58 1,123.54 +5.61%

拨备前利润 890.51 797.00 +11.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39.82 412.21 +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5 2.16 +4.17% 

总资产收益率(%) 0.80 0.86 -0.06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1 15.75 -1.64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 ) 个 分点成本收入比(%) 20.49 20.67 -0.18个百分点

资产减值损失 359.79 275.76 +30.47%

公司各项业务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规模效益再创历史新高

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非息收入规模和占比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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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抵御风险基础进一步夯实

二级资本债成功发行，资本充足率12.54%，满足资本新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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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52 989

58,169 
+9.78% 165.16%

单位：人民币亿元

总资产超5.8万亿总资产超5.8万亿 资本内生补充能力增强资本内生补充能力增强

单位：%

49,815 

54,689 

44 064

52,989 

+9.78%

71 88%
79.81%

41,453 

44,064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66.07% 64.69% 61.79%

71.88%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总负债 总资产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加权风险资产权重 内生资本依存度

贷款规模平稳增长贷款规模平稳增长 投资规模较快增长投资规模较快增长

17 794

19,642 

+10.39%
+11.69%

30,400
58.90%

+16.97%

+91.04%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15,931 
17,794 

13,604

25,989
,

43.52% 41.88%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投资规模 风险权重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40.11%

营业收入平稳增长营业收入平稳增长

单位：人民币亿元

非息收入规模稳步提升非息收入规模稳步提升

单位：人民币亿元

908 50

1,123.54 
1,186.58 

+5.61%
+23.67%

208 96
243.46

341.11+16.51%

908.50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208.96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3.84%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各类拨备计提充足各类拨备计提充足

单位：人民币亿元

成本收入比保持稳定成本收入比保持稳定

单位：%

2.79%

2.97%

3.84%

+82.38%

+30.47%
21.65% 20.67% 20.49%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

151.20

275.76

359.79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资产减值损失 拨贷比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不良贷款余额 335.93 259.83

贷款拨备 754.78 545.86

拨贷比（%） 3.84 3.07

拨备覆盖率（%） 224.68 210.08

不良贷款率（%） 1 71 1 46不良贷款率（%） 1.71 1.46

做好准入管理，落实“三查”具体要求，进一步强化贷前真实性核查做好准 管理 落实 查 具体要求 进 步强化贷前真实性核查

加强尽职履责，加大风险、合规内控考核权重及频率，提升风险管理有效性

强化风险排查，风险预警系统一期上线运行，提升管理的主动性、全面性和前瞻性

控
新

强化客户退出机制，对风险客户灵活采取措施有序退出

推进不良资产专业化经营，加大清收处置，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和效益降
旧

实行全方位资产质量考核，不良贷款比率、不良发生率、清收重组率等关键指标纳入经

营机构及管理部门考核

旧



持续推进经营转型，业务基础进一步夯实

进一步强化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坚持“控风险，强基础，稳发 在营销推动、产品创新、服务

企金业务转型升级企金业务转型升级 零售业务积极布局零售业务积极布局 金融市场业务稳步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稳步发展

创新意识，积极应对市场的变

化与挑战

以六大类金融产品为重点，稳

步构建资产 保障了同业资产

展”的经营策略，持续加大业

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交易银行建设，加强

现金管理 贸易融资和绿色金

能力、协作联动上积极布局转

型发展

加快网点转型工作，加强“四

大人生”品牌建设 专业业务 步构建资产，保障了同业资产

规模稳定

各类同业资金来源保持平稳增

长，较年初增长16 85%，同业

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绿色金

融等重点特色业务发展，夯实

业务发展基础

企金客户达51 30万户 较年

大人生”品牌建设，专业业务

能力持续提升

零售银行客户4,184万户，较

年初增长14 60%；零售贷款较 长，较年初增长16.85%，同业

存单等主动负债规模占比稳步

提升，结构进一步优化

企金客户达51.30万户，较年

初增长9.27%

年初增长14.60%；零售贷款较

年初增长32.83%，业务净收入

同比增长14.45%

企金客户

单位：人民币亿元

零售贷款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同业资金来源

+16.85%

+42 56%+16 36%

单位：万户

+9.27%
+32 83%

3 860

5,119 

6,800 

16,352 

23,312 
27,240 

+42.56%

40.35 
46.95 

51.30 

+16.36% +32.83%

+32.62%

3,860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重点业务、特色业务快速发展

以 大直 车 和资金池 续做好直销银行 联

电子银行电子银行 银银平台银银平台交易银行交易银行

结合 联 金融和线 金融以“三大直通车”和资金池、

票据托管等为重点的企业现

金管理类产品进一步优化

继续做好直销银行、互联网

银行、远程银行（电话银

行）、电子商务等线上渠道

的经营服务和创新发展

结合互联网金融和线下金融

的完整服务体系，提供合作

银行全面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加强现金管理和贸易融资的

融合互动，形成对企业日常

经营的全面覆盖和深度切入

的经营服务和创新发展

建设线上线下充分互动的经

营服务闭环

银银移动支付平台上线，丰

富平台支付业务品种，拓宽

客户合作深度

交易银行客户日均结算存款

单位：人民币亿元

电子渠道有效客户数

单位：万户 单位：万笔

银银平台结算量

5,525 
6,224 

4,152 

+12.65%
+35.78%

+34.52%
3,887 

+26.99%

+67.93%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2,273 
3,058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1,818 

3,053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重点业务、特色业务快速发展

集团化协同推进绿色金融业 持续提升研究分析和投资顾 抓住 联网金融与移动支付

绿色金融绿色金融 私人银行私人银行 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业务

集团化协同推进绿色金融业

务，推出集团化产品体系，

建设绿色金融专业系统

持续提升研究分析和投资顾

问专业服务能力，完善高端

服务体系

抓住互联网金融与移动支付

快速发展的契机，大力推进

业务转型升级

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成

功发行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信

贷资产支持证券化

回归“受托管理”本源，精

耕家族信托和全权委托业务，

创新推进产品“安愉信托”

持续为广大信用卡客户提供

安全、便捷和个性化的消费

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融资业务余额 私人银行客户综合金融资产 信用卡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3,942 
4,520 

单位：人民币亿元

+14.66%
+33.18%

2,639 
2,904 

单位：人民币亿元

+10.04%
+19.63%

3 221

4,521 

单位：人民币亿元
+40.37%

+19.02%

2,960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2,206 
,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度末

2,706 
3,221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大投行、大财富、大资管”业务格局进一步巩固

单位 %

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
资产管理业务整合利用集团资产管理平台和牌照资源，持续加强

资产管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5.59%

11.93%

单位：%
业务创新，丰富产品类型，逐步由预期收益型产品转向净值型产
品,回归代客管理本质

期末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较年初提高6.34个百分点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资产托管规模资产托管业务把握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机遇，顺应资本市场变化，

资产托管业务资产托管业务

47,260 

72,139 
82,981 

单位：人民币亿元

+52.64%
+15.03%

资产托管业务把握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机遇，顺应资本市场变化，
深化创新，加快产品结构优化，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期末资产托管规模达到8.30万亿，较年初增长15.03%，稳居同类
银行前茅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三季末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

银行前茅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立足国家经济发展主线，加快推进投行服务创新升
级，构建完善投行业务体系，业务保持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累计主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3,173亿元，同比增
长 市场份额 主承销企业家数均排名市场前列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

2 247 2,581 

3,173 +14.90%

+22.90%单位：人民币亿元

长22.90%，市场份额及主承销企业家数均排名市场前列
2,247 

2014年前三季 2015年前三季 2016年前三季



集团化经营成效显著

各子公司业务平稳健康发展，核心竞争能力

持续增强，行业地位稳步提升

租赁资产规模1,101亿，
盈利10亿元，同比增22%

兴业租赁

子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贡献净利润20亿

元，同比增长16%，增幅达母公司2倍以上
合并信托资产规模9,186亿，
盈利10亿元

兴业信托

集团协同联动逐见成效，报告期内各联动业

务合计留存集团内中间业务收入19.75亿元 基金管理规模4,503亿，
盈利2.6亿元，同比增77%

兴业基金

单位：人民币亿元
消费贷款规模49.29亿，
盈利0.9亿元,首年盈利

兴业消金

业务联动收入业务联动收入

盈利 亿元,首年盈利

首家银行法人研究机构，
对集团提供全面研究服务

兴业研究5.68

7.30
6.77

金融云服务、互联网金融
兴业数金

对集团提供全面研究服务

银信业务 银租业务 银基业务

快速起步
兴业数金



目录

2016年前三季度业绩概况2016年前三季度业绩概况

2016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效2016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效

阶 作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构建完善客户营销、服务和定价体系，着力提高获客能力，稳步扩大客户基础

夯实基础 优化结构

构建完善客户营销、服务和定价体系，着力提高获客能力，稳步扩大客户基础

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加大优质资产拓展力度，重点保障优势业务、特色业务发展

全力拓展有业务关系的低成本核心负债，稳步扩大主动负债规模，优化负债结构

全面加强支付结算能力建设，拓展各类新型支付结算工具，夯实交易银行业务基础算能 展 类 算 具

积极对接资本市场 强化投行和资管业务协同联动 提高投行和资管业务创新能力

加大创新 深化转型

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强化投行和资管业务协同联动，提高投行和资管业务创新能力

持续强化集团协同联动，提高资产流转能力，由持有资产转向交易资产和管理资产

深化互联网金融创新，推进集团统一互联网金融门户建设，提升集团协同创新水平

加强各子公司核心能力建设 切实提高价值创造水平 提升集团非银业务贡献水平加强各子公司核心能力建设，切实提高价值创造水平，提升集团非银业务贡献水平

完善机制 精细管理

继续加强集团综合化、国际化经营基础建设，持续完善集团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完善考核评价和资源配置导向，突出资本节约、鼓励价值创造的基本业务原则

持续加强风险合规内控管理，健全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内控合规管理

积极推进企业级重大项目建设，提高运营支持保障水平，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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