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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原则项目
2016年，兴业银行对72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
用性判断，认定49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所涉
项目总投资5,813.32亿元，涉及49个客户、24
类国标行业。

董事长致辞

04

稳健经营立根本
２０１６年，我们将“稳发展、保安全、促转
型、强基础”作为贯穿始终的长期任务，重
塑审慎、稳健的合规文化，提升管理、夯实
基础，严守风险底线，确保经营安全和资产
质量的总体平稳。同时，根据内外发展条件
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主动调整发展节奏，
在资产结构、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
构等方面加大前瞻性调整力度，科学确定发
展目标，适变而变、扬长补短。
服务实体强转型
坚持回归本源，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我
们进一步明确重点行业、区域、客户和产品
的发展策略，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省市
作为重点区域，将各类新兴产业作为重点行
业，将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带动力强的项目

董事长 高建平

CHAIRMAN'S STATEMENT

面对国家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背景，面对
中国金融市场化、脱媒化、综合化、数字
化、国际化等进程的持续加快，我们继续保
持爱拼会赢的传统，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
改革导向，以多元、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改进和完善金融供给，引导和优化资源
配置，继续在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
实现自身的新突破、新发展。

作为重点客户，将满足企业转型升级需要的
金融服务作为重点产品，减少无效供给，增
加高质量供给。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综合化
经营优势，大力开展直接融资业务，帮助企
业获得低成本、长期限的资本性资金，并通
过降息减费、提质增效等多种措施增强金融
服务水平。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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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以打造“百年蓝筹”为目标，兴
业银行开启跨越发展新五年。

永续发展谋普惠
我们遵循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践行社
会责任，下沉重心，将服务触角向更多金
融服务薄弱区域和环节延伸，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的内涵和社会意义。通过整合全行
服务零售客户、小微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
的业务、产品和渠道资源，包括小微贷
款、养老金融、消费金融、绿色金融等产
品和品牌资源，银银平台、社区银行等渠
道资源，直销银行、钱大掌柜等互联网金
融平台资源，形成完整的普惠金融服务体
系。
情怀与担当，始终是我们前行的动力。２０１７
年，我们将继续秉持优秀的战略把握能力和
强大的战略执行能力，发扬善于创新、勇于
拼搏、简单和谐的企业文化和精神特质，致
力于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再平衡，提
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
力，促进与经济、环境、社会的平衡、稳
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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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报告

在“十三五”的开端之年，本行始终自觉服
从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要求，以服务实
体经济为己任，主动配合供给侧结构改革，
制定了一系列供给侧金融服务方案，并以差
异化信贷政策助力国家去产能，协调去产能
与企业合理资金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银政
企的多方共赢。凭借综合金融优势，通过多
元化金融工具，帮助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２０１６年仅银行母体主承销的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就超过４，０００亿元，发行利率比贷
款利率平均低１０７．５个基点，当年为企业节
约财务费用７０多亿元。同时，本行更加积极
扶持新兴经济增长点，助力小微企业、“双
创”企业。此外，鉴于银行“顺周期”特征
显著，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本行
继续“深练内功”，推进全行合规管理长效
机制建设，全面提升风险、合规、内控管理
能力，力保全行资产质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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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开拓创新，形成了包括绿色融
资、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
投资、绿色理财、绿色消费等在内的丰富多
样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不断强化兴业银行
的绿色基因。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本行绿
色金融支持的项目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
２，６４６．８０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７，４０８．３１万
吨，节能减排量相当于关闭１７０座１００兆瓦
火力发电站，或７４０万公顷森林每年所吸收
的二氧化碳总量，不断实践着“寓义于利”
的社会责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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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积极响应精准扶贫的政策号召，充分发
挥集团化优势，积极探索创新，以“精准滴
灌”式的“兴业扶贫之路”一举改造传统的
“大水漫灌”式扶贫，让普惠金融更有温
度，让金融扶贫更有深度。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底，本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合计３１．２７亿
元，较年初增加１６．４２亿元，增幅
１１０．５７％；单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２０．２２亿
元，较年初增加９．８７亿元，增幅９５．３６％。
过去的辉煌终将过去，面对新的挑战与机
遇，本行也已经步入全新的征程，兴业人将
继续发扬敢于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共
同铸造兴业银行百年发展之路上挥洒青春与
热血。

董事、行长

董事、行长 陶以平

PRESIDENT’S REPORT

走过２０１６年，本行迎来上市十周年。十年
间，本行从偏居东南一隅的地方性银行到区
域性银行，再到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完
成了四级跨越，也由单一银行演变为以银行
为主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资产规模从
２００７年初的６，１７７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
的６０，８５９亿元，居国内股份制银行首位；资
本净额从２８８亿元增加到４，５７０亿元，增长
１４．９倍；年实现净利润从２００６年的３８亿元增
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３９亿元，增长１３．２倍。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十年来，本行始终
“不忘初心”，在绿色金融领域持续耕耘，

行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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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十年 不忘初心

报告说明
重要提示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报告名称
“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兴业银行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的名称，采用此名称是兴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
公司治理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体现。
报告时间范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社会责任指南》（ＧＢ／Ｔ ３６０００－２０１５）、《社会责
任报告编写指南》（ＧＢ／Ｔ ３６００１－２０１５）、《社会责
任绩效分类指引》（ＧＢ／Ｔ ３６００２－２０１５）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 Ｉ Ｓ Ｏ ）《 社 会 责 任 指 南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ＣＡＳＳ－ＣＳＲ３．０）》

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中的部分财务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年度财务

报告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报告，部分包括先前年度数据，数据获取和计

部分内容超出上述时间范围。

算方法与以往年度报告相比没有重大变化。本
报告所涉及的货币金额以人民币作为计量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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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
报告组织范围
公司整体的内容以及子公司的部分内容。
报告采用称谓
报告中采用的“兴业银行”、“公司”、“本
行”均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种，特别说明的除外。
报告获取渠道
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电
子版可在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查阅
获取。
中英文优先考虑
本报告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在对两种文本
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请以中文文本为准。

报告编制依据
本报告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银监
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２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
通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
引》及《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
息披露的通知》、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编制，并重点
参考以下报告编制标准：

监事会主席 蒋云明

DECLARATION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全 球 报 告 倡 议 组 织 （ Ｇ Ｒ Ｉ ）《 可 持 续 发 展 报 告 指
（Ｇ４）》

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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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

《赤道原则（第三版）》（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ＩＩ）

联系方式：兴业银行法律与合规部
地址：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１５４号
中山大厦 Ａ 座，
邮编：３５０００３
电话：＋８６－５９１－８７８３９３３８
传真：＋８６－５９１－８７８２５７４８
电子邮箱：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兴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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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概况

主要排名及奖项

末，兴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为６０，８５８．９５亿元，客

根据国际权威媒体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世界知

一，总行设在福建省福州市，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正

户存款余额为２６，９４７．５１亿元，客户贷款余额为

名品牌评估机构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发布的“２０１７全球

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２０，７９８．１４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银行品牌５００强”榜单，兴业银行以１０５．６７亿美元

６０１１６６）。

３，５０１．２９亿元，不良贷款率为１．６５％，拨备覆

的品牌价值位列第２１位，较去年大幅上升１５位，品

盖率为２１０．５１％。

牌增值４１．１２亿美元，增速高达６３．７０％。

开业二十多年来，兴业银行始终坚持“真诚服
务，相伴成长”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

NO.
60,858.95 亿元

26,947.51 亿元

20,798.14 亿元

3,501.29 亿元

资产总额

客户存款余额

客户贷款余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NO.

59

129

排名较去年大幅上升８０位

单，兴业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第
３２位，并在“成本收入比”指标
排名中居全球５０强银行第二位。
13

在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５００
强排行榜”上，兴业银行排名较去年大幅上升８０位，位居
全球品牌５００强第１２９位。

250.84

银行连续七年入围，以２５０．８４亿元的品牌价值
位列１３０位，较上年再度增值４７．９５亿元，品牌
价值较２０１０年初次上榜时增长８３４．２２％，成为

1

强排行榜”，兴业银行以４６４．４６４亿美元的营业
名上升最快的银行，并以７９．８９亿美元的利润入围
“世界５００强最赚钱的５０家公司”榜单。

NO.

35

排名较去年提升５位

亿元

834.22%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２０１６年世界５００
收入位列１９５位，较去年提升７６位，为榜单中排

从左到右：董事／副行长薛鹤峰、副行长孙雄鹏、董事／行长陶以平、副行长李卫民、董事／副行长陈锦光、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陈信健

亿美元

“２０１６年全球银行１，０００强”榜

布的“２０１６年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榜”，兴业

财富

41.12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

根据全球最大综合性品牌咨询机构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

同期品牌价值增幅最大的银行。

21

排名较去年大幅上升１５位

增速高达６３．７０％

根据《福布斯》杂志“２０１６年全球企业２，０００强”榜单，
兴业银行排名５９位，在中国大陆入围企业中排名第１３位。

12

NO.

MANAGEMENT

供全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截至２０１６年

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

NO.

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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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成立于１９８８年８月，是经国务院、中

兴业银行概况

关于兴业银行

195

排名较去年提升７６位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最新全球银行排名，兴业银行以
８，１５８．５亿美元的总资产位居全球银行排行榜第３５位，排名较去年提升５位。

公司治理情况
董事会

于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拓宽视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银行可持续发展。

多元化的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14人
独立董事占比超过1/3

成员结构

MANAGEMENT

结构也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逐步过渡的过程，形成了专业、地域和职业多元化的成员结构，以助

量身打造的董事会组织架构
本行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考核委员会等五个委员会，除战略委员会外的其余四个委员会主任委员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各委
员会积极辅助董事会决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4

量身打造的董事会

精心遴选的专家型

组织架构

独立董事

精心遴选的专家型独立董事
本行现有独立董事５名，均由董事会提名，５名董事专业能力覆盖公司治理、银行管理、资本市
场、会计、审计、财政税收、小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等各个领域，在专业知识和履职经验等方面
互有补充、搭配合理。

监事会
监事会
3名外部监事

3名股东监事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名职工监事

监督委员会

监事会

本行现有9名监事，包括3名股东监事、3名职工监事
和3名外部监事。监事会下设监督委员会和提名、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两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均由
外部监事出任。

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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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成立至今，已历经九届董事会，目前，董事会成员１４人，其中独立董事占比超过１／３。成员

兴业银行概况

多元化的董事会成员结构

15

社会绩效

关键绩效表

0.82 : 1
２０１６年男女员工比例（％）

员工人数（人）
４９，３８８
５０，４７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年男女员工比例为０．８５：１，２０１５年为０．８３：１

５４，２０８

２０１６

MANAGEMENT

总资产（亿元）

60,858.95
52,988.80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覆盖率

公积金覆盖率

员工体检及健康档案覆盖率

44,063.99

网点变化（家）

16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17

环境绩效

分行：１０８家（包括二级分行）分支机构：１，４３５

２０１５

分行：１１９家（包括二级分行）分支机构：１，７８７
分行：１２６家（包括二级分行）分支机构：２，００３

绿色金融融资余额（亿元）

年度纳税总额（亿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８３．４８

年减排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万吨）

３，９４２

２０１４

４，９４３．６

２０１６

３１６．６４

２０１６

２，９６０

２０１５

３１９．７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绿色金融累计投放金额（亿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４７１．３８

１６８．０４

１，７１０．７９
１，７２９．０４
１，８７７．８７

２０１６

５０２．０７
５３８．５０

每股社会贡献值（元）＊
２０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亿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７７

２０１６

１３８．７４

年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万吨）

２．６３

２０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１０，７６１

２０１６

２．４７

１２３．４７

８，０４６

２０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２０１６

５，５５８

２０１５

２，５７９．３４

２０１６

３，１３６．４８

年节约标准煤（万吨）

１１．３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４９
１２．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３５１．６２
２，５５３．８６
２，６４６．８０

年减排二氧化碳（万吨）

２０１４

３，５０１．２９

２０１５

全行对外捐赠支出（万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５，４００
３，９５９
３，２４４

２０１４

年节水量（万吨）

２０１６

２６，２２９．０６
２８，５６５．０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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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绩效

６，８７９．９３
７，１６１．９９
７，４０８．３１

３０，３９０．０６

＊本报告中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提出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计算方式，即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纳税额＋职工费用＋利息支出＋
公益投入总额－社会成本）／期末总股本。

优化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集团化格局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自２００７年２月上市以来，兴业银行在打造“一流银行，百年兴业”的道路上

1

进一步推进社会责任指标量化管理

总结推广全行社会责任工作优秀经验
定期开展社会责任监测和后评价工作，对各分行社会责任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优秀社

兴业使命

兴业愿景

核心价值观

兴业精神

真诚服务
共同兴业

一流银行
百年兴业

理性 创新
人本 共享

务实 敬业
创业 团队

会责任工作案例在全行集团进行推广。
3

系统化管理社会责任指标与信息体系

MANAGEMENT

2

通过合规内控与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收集社会责任信息，覆盖４３家分行、５家子公司，２０１６年全年
共收集２，０００余份社会责任信息。
4

完善社会责任管理组织架构
18

继续探索基于赤道原则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继续深化“银行业可持续发展——基于赤道原则的实证分析”课题研究，为本行进一步完善优化

２０１６年，在集团化综合业务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本行继续完善集团社会责任管理组织架构，增进社会

内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及推动本行集团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及可行性建

责任管理机构专职化运作机制、总分行、母子公司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社会责任工作更加有效地嵌入

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该课题已于《金融发展研究》、《南方金融》、《征信》等中文核心期刊上

本行集团业务运营中，支持本行集团经营管理进一步优化升级。

发表５篇相关文章，取得阶段性重大研究成果。

评价 指导
社会责任工作
领导小组
由董事长任组长、行长任副组长，

法律与合规部（社会
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

分行层面的社会责任
工作领导小组

子公司

统一领导全行的社会责任工作

企业金融总部
董事会
零售银行总部
高级管理层
“统分结合，各司其职”的联动工作机制

金融市场总部
……

5

通过电子化平台加强社会责任理念宣贯
本行通过电子化培训平台“网络学院”上的“银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学习板块向全行

董监事会办公室

信息反馈 咨询

人员开展社会责任培训，２０１６年共有７９３人登录学习。

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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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送模板。

义于利”的现代商业伦理远播四方，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道路。

集团化格局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修订本行社会责任指标体系３６６项指标以及分别适用于子公司、分行和总行部门的２５个社会责任

阔步前行，不断将“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为经济建设多做贡献”的企业使命化为生动现实，使“寓

19

推进利益相关方互动

拓展信息披露多元渠道

２０１６年，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和机遇，本行注重经营管理中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和有效回应，将可
持续发展公司治理和战略在具体业务经营中予以落实，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有效识别利益

01

监管机构

股东

03
客户

利益相关方期望与需求

我们的回应

合规经营
稳健经营
响应国家战略政策

深化可持续发展理念 推进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稳定回报
价值增长
良好关系管理

良好业绩实现价值回报

真诚服务
创造价值
关注民生
共同兴业

创新智慧型网点建设 提升客户体验，

优化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支持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贯彻执行“一带一路”战略
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 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探索

持续完善公司治理
多样沟通传递价值

21
与小微企业相伴成长
服务“三农” 发展普惠金融

社会责任专刊

持续推出《“从绿到金”社会责任专刊》，及时总结本行社会责任
良好实践经验和做法。

04

合作伙伴

05

环境与资源

06
员工

加强沟通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建立共享发展平台 同业交流分享可持续发展经验

发挥金融杠杆作用
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完善集团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促进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创造平等公平发展平台
培养终身就业能力

建设优质企业文化 健全人力资源制度

与环保ＮＧＯ保持沟通与合作 开展责任采购

采纳与实施赤道原则 实施绿色运营

尊重并保障员工权益 建立员工公平平等职业发展通道
关爱员工身心健康

自媒体平台

通过本行官网企业社会责任栏目、赤道原则微博、本行微信公众号等
自媒体平台，多角度地传递本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实践成

07
社区

MANAGEMENT

利益相关方

承担责任
守法合规
参与社区建设
遵从最高商业道德
促进社会和谐

社区银行服务居民生活 提升公众金融意识与能力
开展公益慈善与志愿者活动
与各利益相关方持续开展良好对话与合作

果，促进公众透明度和外部监督。

管理篇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每年定期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暨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全面报告本行社会责任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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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关注的关键主题，有力地促进与股东、客户、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反馈。

着力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２０１６年，本行深入开展员工行为禁令宣贯落地活动，下发《员工行

建设座谈会”精神，探索推进全行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1,343

次

325

结合“两学一做”活动，通过转发文件、挂
板宣传、发送反腐倡廉书籍材料、组织在线
测试等方式，大力加强党章党规的学习贯
彻，筑牢各级拒腐防变思想基础。

总行纪委与４２家分行及３家子
公司纪委负责人签订了２０１６年
纪委工作目标责任状。

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落实

03

次

开展禁令宣贯

01

报告期内，本行进一步完善内控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整合）工具运用，开展２０１６年度风险与控制识
别评估工作，发布《兴业银行合规内控与操作风险手册（２０１６年版）》，收录９５个主要流程、１，３００个风

23

险点、２，１５４个控制点、９２９个内控检查要点、１，３７２个内控检查问题词条，进一步提升内控合规与操作

加强反腐
倡廉工作

风险管理水平。
同时，本行持续开展反洗钱系统建设，完善可疑交易自定义监测标准，投产运行２２个可疑交易自主监
测模型，涉及１８０多条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等监测规则，并牵头开展反恐融资过滤系统项目建设，强化
反洗钱工作质效。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本行在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省总工会、共青团福建省委联合
举办的福建省反洗钱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

02

1
福建省反洗钱职业技能竞赛中
荣获团体一等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本行在福建省反洗钱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

MANAGEMENT

时，以禁令落地为契机，结合银监会“商业银行合规管理长效机制

禁令学习等合规培训

22

深入开展纪律教育，
增强党员干部廉洁意识

展禁令宣贯３２５次，强化员工合规意识，塑造全行合规文化。同

04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查处“四风”问题

加强信访案件查办，着力践行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工作要求

持续加强日常及节日期间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厉
行节约专项工作，对于发现的会所消费、购买高
档酒、超标准配备公车、公款旅游等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行为的２７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
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行政上分别给予开
除、降职、警告等处分。

２０１６年，总行纪检监察部共受理信访举报件
５５件，办结４５件。对查实的个别机构干部违
纪问题予以严格的责任追究，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真正把纪律作为管党治行的尺子。

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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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三条禁令》，配套出台解读、宣贯活动方案，组织全行５万余

上市十周年
谱写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发展新篇章

专题

交易型

上市十年，兴业银行快速发展，交出了一张靓丽的成绩单

融、期货、资产管理、研究咨询、数字金融等在内的现代金融服务集团。

资产规模
年复合增长

25.71%
6,177.04

２００６年末

60,858.95 亿元

24
存款总额
年复合增长

20.34%
4,231.97亿元

２００６年末

等问题，兴业银行在成为一家公众上市公司之初，

２００６年末

20.41%

3,245.12

顾利益相关者利益”，再到“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
体诉求”，全面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治理
理念，并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纳入银行发展战
略，创新提出了“寓义于利”的社会责任实践观，
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和

股东权益
年复合增长

２０１６年末

35.98%

162

营业收入
年复合增长
２００６年末

27.67%

136.5

1,570.6

２０１６年末

亿元

3,501.29 亿元

亿元

会环境效益的和谐发展。

银行提出打造“轻资本、高效率”银行的转型方

净利润
年复合增长

向，依托集团化、综合化经营优势，增强结算型、

２００６年末

投资型、交易型“三型”能力，驱动机构金融、零

２０１６年末

30.37%

37.98

与财富服务、交易银行等七大核心业务群，持续加
快转型创新步伐，努力建设最具综合金融创新能力
和服务特色的一流银行集团。

限责任公司、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数字金融服务股份有

亿元

一，拥有４家直接控股（全资）子公司，７家间接控股子公司，投
资参股６家公司。
与此同时，集团协同联动不断强化，子公司核心能力进一步提
升，集团非银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高。截至２０１６年末，旗下子公
司合计实现净利润２８．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８７％，对集团净利润
贡献占比达５．３４％，同比提高０．２７个百分点。兴业信托、兴业金

538.5

亿元

融租赁、兴业基金等子公司跻身行业第一阵营，兴业经济研究咨
询股份有限公司与９家中小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上述银行

和打造城镇化与供给侧金融、投资银行、绿色金
融、养老金融、中小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资产管理

２０１０年至今，先后成立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等机构，目前已是国内拥有最多金融牌照的商业银行之

亿元

售金融、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四轮并进”，培育

20,798.14 亿元

２０１６年末

２００６年末

亿元

资产管理

上市以来，兴业银行集团化、
综合化经营进程持续提速

就开始思考利益相关者与银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

当前，在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背景下，兴业
贷款总额
年复合增长

投资银行

十年前，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谐共处的良好局面，实现了银行综合经济效益与社

26,947.51 亿元

２０１６年末

零售金融

系，公司治理理念逐渐从“股东利益至上”到“兼

亿元

２０１６年末

机构金融

城镇化与供给侧金融
投资银行
绿色金融
养老金融
中小金融机构综合服务
资产管理与财富服务
交易银行

成本收入比
下降
２００６年末
２０１６年末

15.21%
38.60%

提供研究报告、定期交流等深度智囊服务，市场化探索落地生
花。
以香港分行、自贸区分行为平台，兴业银行加快国际化发展步
伐，跨境金融业务发展迅速，综合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能力在境

23.39%

MANAGEMENT

机构数从上市时的３９０家发展到现在的２，００３家，建立起覆盖全国、衔接境内外的庞大服务网络，员工
队伍从１万多名发展到现在的５万多名，逐渐成长为以银行为母体，涵盖信托、租赁、基金、消费金

7

七大核心业务群

内外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国际影响力和品牌价值稳
步提升。２０１６年董事会审议通过在香港投资设立兴银国际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更好适应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化进程，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布局。
在经济新常态、金融新格局中，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危”与
“机”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兴业银行将继续积极应对，以转
型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探索新型业务，拓展服务群体，优化
经营管理，提高专业能力，继续在服务经济、社会、环境的持续
健康发展中实现自身的新突破、新发展。

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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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上市十周年 谱写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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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报告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
“十三五”良好开局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为此，本行致力于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

本。如本行与全资子公司兴业租赁合作，借助融

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的全过程，对于产能过剩行

资租赁优势，为兖矿集团办理融资租赁业务１３亿

业在安全生产、环保、能耗等方面设定准入标准，

元，有效降低其财务成本。同时大力发展投行业

优选符合绿色金融要求的企业主体，支持节能环保

务、贸易融资、保险直投等业务，累计为山西省

项目，积极促进低端落后产能逐步向高端、先进、

煤炭企业承销债务融资工具４１８亿元，特别是在

绿色产能转变。

２０１６年严峻的市场环境下，共为七大煤业发行债
券５５亿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问题。

大力推进供给侧金融
专题

综合施策扶持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本行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并完善一系列供给侧金融服务方案，加大对改革深化、新型城镇化建

随着综合化经营渐入佳境和“大投行”业务的发

杠杆。同时，本行特别针对小微企业额外免除法

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领域的投融资支持，并以多种方式稳妥退出“僵尸企业”或

展，本行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充分考虑不同类

人透支承担费、承兑承诺费、日常财务顾问服务

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业务布局。

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通过债务融资工具、

费等８项收费项目，切实减轻企业财务成本。

股权质押融资、产业引导基金等多种直接融资方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初，本行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主

式，结合多牌照优势，综合施策，主动加强产品
28

DEVELOPMENT

理念、项目评价标准、方法贯穿到业务发展和化解

创新应用，创新打好“组合拳”，推动非金融企

差异化信贷政策助力国家去产能

业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并积极关注、审慎推进债
转股试点，有效帮助企业去杠杆。

作为资产规模最大的股份行，本行根据国家和各

企业合理资金需求的关系，实现银政企的多方共

地政府政策，在加强行业风险管控、化解存量风

赢。截至１２月末，本行钢铁、水泥、电解铝、船

险的同时，对客户准入、业务指引、限额管理等

舶和平板玻璃等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各项资产

方面制定详细的、“有保、有控、有压”的差异

业务余额１，１２４．８４亿元，较年初下降６４．２７亿元。

化信贷政策，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

通过银行、信托、租赁、基金、证券、资管等业
务的协同联动，本行为企业提供“股权＋债
权”、“融资＋融智”的综合化融资服务，并持
续创新完善产业基金产品、盘活企业存量资产，
在不断增加金融供给的过程中助力降低实体经济

在去产能过程中一刀切，稳步推动去产能与满足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已成为我国经济“成
长中的烦恼”，201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

承销规模突破４，０００亿元，承销规模稳居股份制银
行第一，全市场第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落地
８９３．３９亿元。
为节约赣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成本，本行积
极推动产品创新，向境外银行出具保函，借助租
赁公司通道，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为赣州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融资７００万美元，综合成
本为基准利率下浮５％，远低于当时市场利率。

兴业观点
在稳定债权融资同时，提升直接融资比
重，是降低杠杆率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钢铁

水泥

电解铝

船舶

平板玻璃
截至2016年12月初

64.27亿元
较年初下降

1,124.84
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各项资产业务余额

4,000

落地

突破

亿元

亿元

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主承销规模

893.39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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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地位，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举措。

此外，作为国内绿色金融领军者，本行将绿色金融

加强金融创新和业务联动，降低此类企业融资成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 十
“三五 良
”好开局

系的再平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并充分发挥自身在降成本、去杠

同时，本行充分发挥多牌照综合化经营的优势，

亿元

29

创新服务支持国家战略

案 例

２０１６年，本行继续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
略、民生工程，切实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输血”、
“造血”功能，在实干中书写金融企业的责任担当。

１０％，即可购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标准仓单，实现灵活的资金周转，大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东北地区

全国网点布局（家）
108 家分行
２０１４
包括65家二级分行，1,435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５

500亿支持福建“补短板”

包括76家二级分行、1,787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６
包括83家二级分行、2,003家分支机构

119 家分行

126

家分行

DEVELOPMENT

割标准仓单质押授信”业务，在银行贷款基础上，企业仅需自行支付拟购买标准仓单价值

“兴业银行计划新增投放５００亿
西部地区

元资金，支持福建‘补短板’
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福建‘十
三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东部地区

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副行长薛鹤峰
30

31

在本行举办的“服务福建‘补
短板’重点项目业务推介会”
上表示。

中部地区
本行副行长薛鹤峰（右５）参加“兴业银行服务福建补短板重点项目业务推介会”

２０１６年，本行出台《关于金融服务福建省补短板重点项目建设实
施意见》，重点聚焦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三大领域，
主动对接符合国家以及区域战略实施、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有
兴业说

利于提升民生水平的重大项目建设。从福建省政府划定的首批
２，０００余个“补短板”重点项目中，初步选定了４３９个意向项目，
计划新增投入支持资金５００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水利以及市政

我们将基于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社会事业三大领
域客群的投融资需求特
点，按照‘一业一策’制
定专属行业金融服务方
案。同时强化资源保障，
继续为‘补短板’重点项
目安排年度风险资产额度
１００亿元，设立绿色审批
通道，确保各项金融服务
全面实施到位。

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配送物流产业
等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以及健康养老产业、教育文化产业项目建
设等。截至２０１６年末，本行储备福建“补短板”项目１６３个，已
批复项目６４个，授信金额３７４．８亿元，已向莆田华映光电华佳彩６
代面板线、三明防水排涝系列、厦门轨道交通一号线等重点“补
短板”项目建设投放资金３６．１亿元。

东部地区
２０１４
包括32家二级分行，786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５
包括40家二级分行、993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６
包括45家二级分行、1,084家分支机构

中部地区
54 家分行

２０１４
包括15家二级分行，234家分支机构

62 家分行

67

２０１５
包括15家二级分行、305家分支机构
家分行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４
包括13家二级分行，327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５
包括14家二级分行、388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６
包括15家二级分行、450家分支机构

２０１６
包括16家二级分行、341家分支机构

21 家分行
21 家分行

22

家分行

东北地区
23 家分行

２０１４
包括5家二级分行，87家分支机构

24 家分行

25

２０１５
包括7家二级分行，100家分支机构
家分行

２０１６
包括7家二级分行、127家分支机构

9 家分行
11 家分行

11

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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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以企业拟交割的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作为质押担保，在上海落地国内首笔“套保拟交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 十
“三五 良
”好开局

落地国内首笔“套保拟交割标准仓单质押授信”业务

案 例

乌鲁木齐分行根据老、少、边、穷地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将“三农”信贷服务放在突

会，为企业提供综合化多元化金融服务。

DEVELOPMENT

出位置，倾斜信贷资源，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开发低碳、生态循环产业，提升
小微企业和民生领域金融服务水平，力促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分行投放
涉农贷款１２１．０２亿元，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３．２５亿元，向南疆四地州信贷投放余额５．３９亿元，在疆
内重点贫困县信贷投放余额１６．９６亿元，涉及阿图什、和田县和察布查尔县三个重点贫困县。

本行乌鲁木齐分行加大南疆四地州经
济建设，向阿克苏纺织城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持续提供信贷支持

本行乌鲁木齐分行与新疆自治区科技
厅签署小微型科技企业框架合作协
议，力争提升小微企业和民生领域金
融服务水平

本行乌鲁木齐分行与阳光小额贷款公
司合作。截至２０１６年末，累计发放个
人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４，３８９笔，
共计２３，２７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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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副行长薛鹤峰（前排右６）率团参加第十四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兴业银行与福建省财政厅
共同发起设立“福建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引导基金”，规模２００亿元，以支

案 例

持福建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机

客户说

制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兴业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福

“集团军”综合金融助力新福建

建省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首期规模８０亿元，支持企业技术改

２０１６年，本行专门成立了由行长陶以平任总裁，多位副行长任执行总裁的福建业务总部，作

造升级，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结

为兴业银行全集团在福建省内金融业务的协调推动机构，统一协调全集团金融资源，从体制

构，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截至２０１６年

机制、经营管理等多层面进一步强化对福建的金融服务。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兴业银行省内机构

末，已落地项目２３笔，投资规模达２１．８５亿

贷款余额３，９９４亿元，同比增加１４．９％。２０１６年综合运用非标投资、债券投资、金融租赁、消

元，实现了对福建省内设区市（不含厦门）

费金融等产品累计向福建省投放资金７５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９８亿元，增长６５％。为省级及各

技改项目的全覆盖，为技改企业节约费用

地重点企业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４３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５１亿元，增长５４％。积极通

６，６００万元。

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财务成本，消除了公
司发展的后顾之忧，同时根据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设置了灵活的还款计划，切
切实实给我们带来了实惠。

过委托贷款、信托计划、资管产品等引入各类资金１，２６２亿元，支持福建省经济建设。近三
年，本行累计在省内纳税超过５００亿元，连续多年位居福建企业纳税首强。

发展篇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８日，兴业银行携旗下十余家集团成员亮相第十四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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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资源 共建新疆

6,600

节约

为技改企业节约费用

万元

23
笔

21.85
23笔落地项目投资规模

亿元

资产证券化服务实体经济见成效

2016绿色金融ABS(信贷)最佳结构奖

DEVELOPMENT

2016应收账款ABS最佳风控奖
本行行长陶以平（后排右３）出席“共同推进福建省
海洋经济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

２０１６年９月，兴业银行成功主承销福建省首单ＤＦＩ（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模
式）业务，发行金额１０亿元，发行价格为近期地方国企同期限同评级短融券最低，进

2016 ABS最具潜力计划管理人奖

2016住房公积金贷款ABS最佳资产奖

一步丰富福建省企业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显著提升融资效率和灵活性。

3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本行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等就共同推进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达成

其中，荣获“２０１６住房公积金贷款ＡＢＳ最佳资产奖”的“湖州公积金兴乾１号”是在证券交易所挂牌

战略合作协议，参与发起设立规模达１００亿元的海洋经济建设专项产业基金，推动福

的首单住房公积金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盘活地方公积金中心存量资产、提高公积金资金使用效率，

建省海洋产业供给侧改革。

支持房地产“去库存”、保障民生需求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近年来，围绕打造“大投行”业务体系格局，本行发挥资产证券化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产品类型日益丰富，基础资产涉及公积金贷款、一般企业应
收账款、电力上网收益权、应收租赁款等多种类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快速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
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２０１６年共发行落地资产证券化产品规模合计１，５３９．２７亿元，占比１８．２８％，继
续保持业内领先。

“集团军”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新福建

397.6

563

450

九大重点领域项目融资余额

福建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行动方案
重点项目资金投放

投资省内地方政府债券

为福建省内交通运输、新型城镇化、能源工

共支持福建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行动方案重

程、水利工程、高新技术及数字工程、产业

点项目１９０个，提供授信超千亿元，资金投

发展、现代农业发展、闽台交流及绿色生态

放５６３亿元。

亿元

九大重点领域的项目提供授信１，３０３．５９亿
元，融资余额３９７．６亿元。

亿元

709.74

85.8

为省内智能制造企业提供授信

为省内企业提供信托融资存续规模

为省内企业提供租赁融资

累计投资福建省内地方政府债券４５０亿

共服务福建省内智能制造企业２５２户，提供

兴业国际信托公司通过发行单一信托和集合

兴业金融租赁公司累计为福建省内企业

元，累计承销债务融资工具４３２亿元。

授信４５４．２６亿元，资金投放超３０８亿元。

信托，为福建省内企业提供信托融资存续规

提供租赁融资近８５．８亿元

亿元

454.26
亿元

亿元

模７０９．７４亿元，有力支持了福建省能源集团
等３０余家大型企业发展。

亿元

发展篇

2016 ABS最佳投资机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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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本行荣获首届中国资产证券
化年度评选多项大奖，通过资产证券
化服务实体经济已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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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小微“双创”
持续完善体制机制

个

417,852

２０１６

112,118
104,212

２０１５

36

微金融服务范围和触角，并针对不同区域特色，强化总分

百万

行两级产品创设体系，大力推进小微企业集群业务落地。

百万

百万

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职机构数量

40
67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41
65

２０１６

融资支持。同时，进一步完善由总行小企业部、分行小企业
框架，着力打造全行小企业专业化服务团队，持续扩大小

95,099

２０１６

个

贷”）已累计为超过８，８８６家小微企业提供了约３７８．７５亿元
部、城市小企业中心三级构成的小微企业专业化运营组织

本行自定义小企业贷款余额
２０１４

月末，仅本行小微“三剑客”
（“易速贷”、
“交易贷”、
“连连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行共有小企业专营团队３７４支，拥有小企

融资累计贷款投放９，９０１笔、金额９．７亿元；“连
连贷”累计落地金额１３．１亿元。

１８．０７％。

持续完善“互联网＋银行＋平台”的小微
金融线上融资模式
本行以“网上自助循环贷”和“兴Ｅ融”在线

打造小微企业“创业金融”服务体系

融资为主打，对“网上自助循环贷”开展系统

紧抓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趋势，重点聚

优化升级和修订完善，增强小微企业贷款支付

焦创业型、创新型和科技型优质小微企业客户，
积极研究发展股债结合的新型小微企业融资模

自主性，解决贷款地域限制问题，为客户提供
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方案。

式，持续探索布局集“结算理财、债权融资、股
权融资、顾问服务”为一体的“创业金融”服务
体系，有效对接新兴产业客群的金融服务需求。

业业务人员１，２４６人，小企业产业集群落地５７９个，集群项
下贷款余额达２６７．９１亿元。

家分行小企业部
个小企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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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41 家分行小企业部
72 个小企业中心
家分行小企业部
个小企业中心

兴业银行“银税互动”
产品开辟小微融资新渠道

客户说

本行与税务部门合作，探索开发“税ｅ贷”小
微企业融资新模式，实现银行与税务部门的信

客户说

息互通，银行可以根据小微企业纳税信息对其
经营状况以及信用情况进行判断与评级，将贷

今年１５级强台风‘莫兰蒂’
横扫厦门，岛内停电，电脑
瘫痪，我们公司的资金支付
却没有中断，直接通过手机
从‘兴业管家’发起，生意
照常做！
——厦门艾美森新材料科技公
司负责人翁雅燕

DEVELOPMENT

372,227

和资源倾斜，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

业资金周转成本。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全行线上

户已达１，８４８家，在新三板挂牌客户中占比已达

款审批时间缩短到几个工作日，解决了银行贷

全力推广“兴业管家”

款审批周期长、门槛高等困扰小微企业的两大

本行在业内率先实现对小微企业客户集“账户管理、财务

难题，同时，也促进了小微企业依法诚信纳

审核、转账汇款、支付密码编制、移动办公于一体”的移

税。目前，兴业银行已为１５，５４９户诚信纳税企

动金融服务，只需一台手机即可７×２４小时随时随地对企业

业提供“银税互动”贷款逾７６亿元。

账户进行对外支付转账，并均免收手续费，真正帮助中小
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截
至２０１６年末，全行“兴业管家”共签约３５，８７１户，累计对
外支付笔数８０．２５万笔，金额４８１．４７亿元，为小微企业节约
转账汇款手续费４８５．５８万元。

“从线上申请到放款不到一
周时间，解决了公司的燃眉
之急，真是帮了我大忙。”
农民创业者王伟（化名）凭
借公司近年来良好的纳税情
况，在线提交贷款申请的第
二天，即获得兴业银行工作
人员上门服务，并很快获批
１５０万元信用贷款。

发展篇

个

程、缩短审批路径、扩大使用范围，切实降低企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与本行合作的“新三板”挂牌客
扶持小微 双
“创 持
”续完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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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贷工厂”构建模式，并加强对小微企业业务激励

320,907

２０１５

进一步明确“连连贷”产品定位、简化业务流
２０１６年，本行不断完善小微业务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小微

本行自定义小企业客户
２０１４

优化完善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产品

真情回馈股东 增强信息披露实效性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行集团资产总额达到６０，８５８．９５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４．８５％；集团股东权益３，５０１．２９亿
元，比年初增长１１．６３％；资本净额达到４，５６９．５８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９．１５％，资本充足率１２．０２％，比年
初上升０．８３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７０．６０亿元，比年初上升１．７６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５３８．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２６％。全行集团不良资产率１．６５％，拨备覆盖率２１０．５１％，资产质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上市公司监事会最佳实践２０强

２０１５年度金牛最强盈利公司

荣获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合评选的上市公司监事会最高奖项

14.85%

11.63%

60,858.95 亿元

3,501.29 亿元

全行集团资产总额

集团股东权益

19.15%

4,569.58 亿元

DEVELOPMENT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董事长高建平“２０１６中国上市公司最受尊敬董事长”

资本净额

《中国证券报》

38

39

２０１６年，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金融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商业银行
面临的经营压力有增无减。面对严峻挑战，本行全行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稳增长、控风险、强基础、
促转型”工作主线，稳健进取，抢抓机遇，各项业务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经营成果好于预期，实现了
新一轮五年发展良好开局。

0.83%

12.02 ％
资本充足率

本行荣获“上市公司监事会最佳实践２０强”

1.76%

7.26%

1,570.60 亿元

538.50 亿元

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发展篇

２０１６中国战略型上市公司卓越董事会

量、拨备覆盖率继续保持较好水平，全面完成董事会年初设定目标。

真情回馈股东 增强信息披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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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稳健增长，实现良好价值回报

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交流，提高披露主动性和透明度
本行适应“新常态”下银行经营转型和资本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准确传递银行经营特点和核心优势，

本行开创银银平台商业模式，通过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实现中小金融机构间资源共享、互利
系统建设与运维服务，节约社会资源重复投入，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

接待境内外主流投资、研究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来行
调研；积极处理各类投资者电子邮件咨询、接听投
资者来电，维护上交所Ｅ互动和公司ＩＲ网络平台；及
时公告并登载业绩说明会沟通实录，提升信息披露
的公平与效率。

２０１６年，本行借助互联网坚持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线下的２，００３个分支机构和银银平台４万多个网点
相互补充，线上则有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直销银行、微信银行、电话银行、钱大掌柜以及正在推动
建设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不同种类的平台和渠道，创新推出“兴业管家”、“兴ｅ付”、“钱ｅ付”等

DEVELOPMENT

组织３场业绩说明会；在沪、深、港三地举办陶以平行
长与主流投资机构及分析师小范围面对面的“行长闭
门会”；组织“大资管”业务专题调研；参加“福建
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以网络在线方
式与投资者沟通交流。

多种移动支付结算产品。此外，本行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其中，“黄
金眼”大数据风控产品入围Ｇａｒｔｎｅｒ全球数据分析２０１６最佳创新案例。

电子银行数据（２０１６年度）
公平对待
投资者

多渠道
交流

40

定向增发
系列沟通

于股票复牌当日就定向增发方案相关事项在福州召开
电话会议，介绍定增方案并对投资者答疑解惑；组织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路演。

项目

及时应对
并处置突发
事件和市场
关注热点

有效客户（万户）

交易量（万笔）

交易金额（亿元）

网上银行

1,087.58

111,109.15

729,517.47

增长率（％）

16.52%

77.92%

-8.91%

电话银行

1,950.08

24.66

107.47

增长率（％）

21.11%

-12.55%

-31.74%

手机银行

1,197.15

14,980.26

24,150.91

增长率（％）

43.85%

42.99%

25.16%

及时应对并处置突发事件和市场关注热点——主动
介入舆情管理，提升响应速度，及时与各类投资
者、分析师沟通，澄清负面传闻，答疑释惑，传递
主流正面观点，稳定市场预期。

钱大掌柜和掌柜钱包
《银行家》杂志十佳互联网金融创新奖

钱大掌柜

直销银行

证券时报最受欢迎互联网金
融产品

证券时报最佳互联网创新银行

钱大掌柜
和讯最受欢迎移动金融产品

钱大掌柜
和讯年度优秀互联网金融ａｐｐ
本行行长陶以平（左３）、副行长陈信健（左２）与主流投资机构及分析师召开小范围面对面的“行长闭门会”

直销银行
“中金在线”最具市场影响力直销银行

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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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截至目前，共联结起近８００家中小金融机构４．６万多个网点，为３００多家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信息

互联共享 合作共赢

树立本行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互联共享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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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泛联结各类非银机构，现金管理、代理代销服务范围扩大

案 例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银财直联累计上线１５２家财务公司，行业覆盖率６７％，累计结算量５．１万亿元，同比
增长２９％。同时，充分运用本行零售渠道及互联网通道“钱大掌柜”，开展线上、线下产品代销，
全年累计代销１６家信托公司的４８９亿元信托理财产品、２家保险公司的１９亿元养老保障型产品，到期

4 深入发展与各类金融交易场所平台的合作

缴费和收付直通车跨行收付等的收付直通车业务，同时加大智慧云平台业务推广。如首家

本行在上海清算所开展的债券净额代理清算业务，全年累计签约１２家、入金３家，资金沉淀日均２亿元

高校智慧教育平台（郑州理工）、首家智慧物业平台（天伦物业）、首家智慧医疗平台

（比上年增长７３％）；利率互换（ＩＲＳ）代理清算业务交易结算名义本金余额８，３８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洛阳三院）均已先后上线。同时，推进公用事业缴费业务，陆续上线郑州热力总公司、

９８％）；外汇代理清算、标准债券远期代理清算、代理非法人产品参与ＩＲＳ等业务品种持续推进。２０１６

洛阳北控水务集团、安阳水务集团、驻马店市中业自来水有限公司、汝州市自来水公司等

年，本行实现上海保交所第一批产品的成功交易，与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合作建设的保险资产管理

支付宝直连缴费业务。

DEVELOPMENT

２０１６年，郑州分行在支付结算业务的传统优势基础上，大力推进包括移动支付、公共事业

信息交互系统正式上线。

以客户为中心 大力保障消费者权益
42

43

本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客户至上”服务理念，不断完善客户体验，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牢固
树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保障消费者权益，切实提升客户服务品质。

创新同业合作
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
1 与大银行及外资银行合作更加紧密，跨境金融业
务有序推进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中资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对本行授信额
度２０，０３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本行在全球共有代理
行１，５９３家，覆盖９８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代理网络进一

20,030

20%

亿元

中资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对本行授信额度

步延展；跨境负债业务创新推出美元ＮＲＡ账户产品，

通过持续完善消保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各级机构的消保主体责
任，推动消保工作有效落实。

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管理
与产品研发、服务营销等相结合，并切实体现在经
营发展和客户服务过程中。

并在广州分行设立全行跨境人民币清算中心。
覆盖98个国家和地区

2 开展银证、银期合作，保持证券市场银行服务的
领先水平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本行证券资金结算量达到１４．３万亿元，

1,593

家

本行在全球共有代理行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培训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纳入培训课程，提高员工对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的认识，增强保护意识。

三方存管共计联网上线证券公司９９家和期货公司３家、
融资融券上线证券公司６５家、银衍转账上线证券公司
３１家和期货公司１家，全行第三方存管个人客户达４４８
万户，比年初增长２５％。证券公司代销理财业务累计上
线６９家券商、上线证券公司营业部覆盖率达８０．６％，全
年销售额１３６亿元。

14.3

优化客户服务支持体系

万亿元

本行证券资金结算量

优化厅堂服务功能分区，提升基础渠道；加快网银、手机银行、移动支付、
自助设备建设，积极引导渠道分流，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加大社区银行建设
发展力度，大力发展社区便民金融。在团队建设方面，实现一线人员“一岗
多能”，推行服务岗位流程化，提升员工综合服务能力。

发展篇

业务均如期兑付。

以客户为中心 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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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分行以收付直通车产品打造公共事业
缴费类为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确保信息资费透明，保障信息及财产安全
项目

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末）

-3.83%

人工电话服务受理总数（万通）

2,641.14

自助语音服务受理总数（万通）

6,771.69

客户投诉办结率（％）

100

客户投诉受理率（％）

100

客户投诉解决率（％）

100

调查客户满意度（％）

99.60

范意识，筑牢“第一道防线”，加强安防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全行监控联网建设，规范全行安防设备
选型，保障营业网点安全。全行各机构２０１６年度共举行各类演练８，４７５次，其中消防演练２，４３７次、参演
人员４７，６０６人次；防暴恐、防抢、防盗等演练６，０３８次；分行保卫干部全年对营业网点开展现场安全检
查９，６２０次，切实提高了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突发情况能力。

44

DEVELOPMENT

客服人员增幅比例（％）

和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同时，加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强化一线员工的安全防

45

本行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享受优质的金融服务，在网点建设便捷设施和提供爱心服务等。
项目

单位（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提供延时服务（网点）

918

设置无障碍通道（网点）

662

设置爱心窗口（网点）

662

盲人ＡＴＭ机（台）

99

案 例

杭州分行全面落实G20峰会各项安保工作
２０１６年，在Ｇ２０峰会召开前，本行杭州分行成立“平安护航Ｇ２０”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平
安护航Ｇ２０”工作推进会，制定“平安护航Ｇ２０”工作方案，签订《Ｇ２０峰会安保工作责任
书》，进一步落实Ｇ２０峰会期间的安保工作责任。分行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以最高的标
准、最严的要求，对每个营业网点多次开展全方位的隐患排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同时，加强应急预案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峰会期间组织全辖网点
二次组织防暴恐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防暴反恐应急处置能力。

发展篇

1,580

以客户为中心 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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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人员累计人数（人）

本行规范产品信息披露，在为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加强信息宣传公告，增强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厅堂服务水平 改造特色网点

泰州分行盲人ＡＴＭ机是江苏省首台拥有语音导航服务和可触摸盲文功能的ＡＴＭ机。为此，分
２０１６年，本行继续推进网点改造，强化各项基础建设，改善网点服务环境及设施，提高厅堂服务的

行专门修建盲道，该盲道从ＡＴＭ机开始，与分行门前马路人行道上的盲道无缝对接，并在盲

智能化水平和柜员的综合服务水平，功能分区清晰合理，改进客户服务体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组

道上方设置两台监控摄像，以及时发现残障人士并提供服务。此外，分行在“无障碍通道”

织开展的“２０１６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的评选活动中，本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指示牌处设置爱心按钮，供残障人士求助；并将通道宽度由国标１．５米增加到１．６５米，坡度也

等２１家网点获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

由国标的１２度降到８度，方便轮椅自行通过，同时，允许导盲犬进入厅堂，并对厅堂人员进行

DEVELOPMENT

变革。

秉行用心、真心、爱心服务
——泰州分行为残障人士送去温暖

手语训练，为聋哑人士搭建无障碍交流渠道。

案 例
46

０５
47

因地制宜 百花齐放——重庆分行
启动网点特色化经营项目
重庆分行于２０１６年７月正式启动

０６

网点特色化经营项目，采用分批
试点＋全行推广的模式，旨在通
过特色网点“树模范，立标
杆”，带动全行百花齐放，走好
特色化经营之路，提升网点市场

０１

竞争能力。通过积极倡导各机构
因地制宜，以整合资源、打造平
台、构建社区“生态圈”为理
念，分行建立了以“安愉学
堂”、“宝妈联盟会”、“市民
悦动堂”、“海归创投会”和

０２

０３

“ＶＲ技术体验馆”为代表的五
个特色网点品牌俱乐部，并完成
了首批七家试点机构特色网点授
牌（两家待授）。

０４

01-02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市委书记蓝绍敏视察无障碍网点建设
03 无障碍通道
04 ＡＴＭ盲道
05 泰州分行无障碍设施
06 客户体验盲人ＡＴＭ机

发展篇

一社会浪潮的驱动下，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模式将发生改变，“智能＋银行”将引起金融业的深刻

提高厅堂服务水平 改造特色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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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正从ＩＴ（信息技术）时代走向ＤＴ（数据技术）时代，并正向着ＲＴ（智能技术）时代迈进。在这

案 例

助力“三农” 普惠金融满足民生需求
２０１６年，本行通过信贷支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同

２０１６年，青岛分行与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

居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光伏设施农业的领航者，首创“光伏农业科技大棚”模式，以长期稳定的
发电收益、土地二次租赁等形式为当地贫困户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本行对其进行的低风险
授信支持，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方式。
同时，分行针对平度地区现金收购较多，资金压力较大，融资需求迫切的特点，选取经营
稳定、覆盖范围广、对周边贫困人口拉动较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信贷支持，充实企
业的流动资金，以此支持农业经济，增加农民生产收入，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目前，青

DEVELOPMENT

集团养老、旅游、出国金融业务等特色金融产品，并准确把握各区域房地产市场特点，助力保障性安

岛分行平度支行已支持花生、蔬菜等农产品收购企业４户，贷款余额２，２２５万元，惠及平度
周边３０个贫困村、２，０００余户贫困户。

48

49

案 例
项目

２０１６年

民生产业

开启“足球＋金融”模式，助力中国足球梦想起航

教育行业贷款余额（亿元）

19.7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贷款余额（亿元）

46.72

融行业合作伙伴，为赛事各方提供综合性、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与增值服务，支持中国足球事

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贷款余额（亿元）

120.23

业发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本行助力“２０１６兴业银行中国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成为赛事唯一金

个人创业（助业）贷款
个人创业（助业）贷款余额（亿元）

492.05

受助人数（人）

21,352

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
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当年新增额（亿元）

113.94

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亿元）

301.69

其中：经济适用房贷款余额（亿元）

15.28

限价房贷款余额（亿元）

17.11

廉租房贷款余额（亿元）

5.45

公租房贷款余额（亿元）

7.40

棚户区及垦区危房改造贷款余额（亿元）

256.46

BEIJING

本行副行长陈锦光（左4）出席“2016兴业银行中国
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发展篇

青岛分行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助力 三
“农 普
”惠金融满足民生需求

2016 ANNU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6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时，围绕民生消费、各地特色行业以及旅游、养老产业发展需求，本行加大力度发展个人消费贷款、

案 例

续深耕养老金融领域，不断完善软硬件服务实力，努力
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全行“安愉人

搭建“安愉人生”俱乐部，
持续丰富老年客户权益

生”客户数达到１３１． ３ ４万户，占全行Ｖ ＩＰ客户数的
４９．７４％；全行“安愉人生”客户综合金融资产达到

DEVELOPMENT

服务、渠道建设、客户活动平台建设、为老服务等方面持

经过细致的市场调研分析，综合考虑老年客群
在满足其养老需求上对银行理财类金融产品具
有诸如期限长、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强等
普遍预期，本行于２０１６年创新推出了“安愉
储蓄”定存产品，包含“安愉分期付息”、
“安愉智能定期”两种产品形态，具备收益较
普通储蓄高、安全灵活、急用可取等优势，为
老年客户们满足日常养老需求、养老资金保值
增值提供又一多样化选择。

６，３９１．２６亿元，占全行ＶＩＰ客户综合金融资产的５１．６０％；
本行累计服务的老年客户已超过１，１６６万人，提供的增值
服务权益与专属保障覆盖范围超过２００万人。
50

51
占全行VIP客户数 49.74%

131.34

万户

截至2016年12月末，全行“安愉人生”客户数

响应国家号召，
创建“安愉老年学院”
受邀加入“中国养老金融５０人论坛”
为我国养老金融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积极参与全国“敬老月”活动，
深入开展为老服务工作

２０１６年，受“中国养老金融５０人论坛”邀
请，本行加入论坛成为论坛核心成员单位，
本行副行长陈锦光受邀担任论坛核心成员。
作为国内第一个养老金融跨界论坛，“中国
养老金融５０人论坛”旨在老龄化的时代背景
下，研究我国养老金体系、养老产业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金融问题，以应对中
国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本行副行长陈锦光参加
“中国养老金融５０人论坛”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本行连续参与全国老龄办
组织的“全国敬老月”活动，深入开展为
老服务工作，将践行社会责任融入到日常
业务经营活动中。２０１６年“全国敬老月”
期间，各分行活动参与率超过９０％，参加
的支行超过１，０００家（含社区支行），各级
机构围绕老年客户开展的金融、法律、文
娱、健康养身类等宣教和服务活动逾３，０００
场，活动宣传触达老年客户８０万人次，活
动服务人数超过２０万人次。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
发展的意见》，本行积极响应意
见号召，在全行范围内推广建设
“安愉老年学院”。学院免费招
生、免费教学，为中老年朋友量
身定制开设金融知识普及、养
生、法律、声乐、书画等在内的
各类课程，搭建起涵盖文化知
识、艺术娱乐、养老保健、法律
法规等各方面的教学结合的交流
互动渠道。

发展篇

２０１６年，依托“安愉人生”品牌，本行在金融服务、增值

创新推出养老专属化产品，
满足中老年客户需求

兴业养老金融 打造 最
“美夕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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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兴业养老金融
打造“最美夕阳红”

本行自２０１２年起开始组建“安愉人生”俱乐部，为老年
客群搭建学习、交流、娱乐，丰富精神文化世界的平台。
截至２０１６年，全行４２家分行均已建成“安愉人生”俱乐
部，并已常态化开展诸如健康知识讲座、法律知识讲座、
才艺比赛、旅游参观等在内的一系列符合老年人兴趣爱好
的活动。２０１６年全年，全行依托“安愉人生”俱乐部共
开展各类广场舞、书画声乐类比赛等各类活动近６００场；
免费开展法律知识讲座近３，０００场；免费提供在线法律咨
询超过４３，０００件。

INDUSTRI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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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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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预警 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ENVIRONMENT

环境与社会
风险管理

董事会

目标
环境与社会
风险管理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目标

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健全本行集团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借鉴国际先进管理技术提升环境与社会风

高级管理层

险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优化本行集团资源配置，践行社会责任，
实现本行集团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总行职能部门

环保官员

承诺

54

环境与社会
责任履行

55

环境与社会责任履行承诺
分行

０１

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与社会相关法律
规范，依法合规经营。

０４

努力建设节约型企业，在内部管理
上推动节能减排降耗行为，在企业
文化上倡导环境与社会风险意识。

流程
０５

０２

持续关注并不断改进环境与社会风
险管理措施，根据不断变化的外界
条件和信息，进行定期评审与修
订，以保证本行集团环境与社会管
理体系的充分适用性。

努力将资金投向于那些有利
于识别和解决经济、环境与
社会风险的可持续项目，积
极倡导为生态保护、生态建
设和绿色产业融资，并不断
完善金融工具。

０６

在本行集团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过程中，结合监管要求及本行集
团实际情况，进一步补充完善本行集
团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所承诺遵循的
规范。

子公司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

01
环境与社会风
险识别与分类

02

03
控制与监测

02
评估与核实
开展尽职调查

０３
积极帮助对可持续发展持有同样观
点和承诺的业务合作伙伴解决环境
与社会相关问题，并提供相关金融
产品与服务。

环境与社会
风险管理

环境篇

架构

架构，提升整个集团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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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配合集团业务发展步伐，本行着力从集团层面搭建完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04
信息披露
与绩效评价

兴业银行与“绿家园”的联合“变绿”术

与时俱进 加快推动集团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２０１６年，本行继续与“福建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简称“绿家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利

报告期内共有２４家企业因在向本行申请贷款时被提示该风险预警信息而主动进行环境风险整改，截至

团”迈进，并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绿色金

２０１６年末，共有６家企业完成整改，逐步修复环境信用，消除了环境风险预警，充分显示该风险预警起

融综合服务提供商”。目前，本行已建立起业

到了强化银行项目风险管理及促进企业环境风险整改的双重积极作用。

内领先的绿色金融专业机构与专业团队，构建
一系列业内领先的绿色金融制度、流程安排及

10,000

亿元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兴业银行已累计为１０，０００多
家企业提供绿色金融融资１０，０００亿元，绿色金融
融资余额超过４，９００亿元，

环境金融专业系统，并形成了丰富的集团绿色
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２０１６年主动进行环境整改的本行企业客户行业分布

通过提供卓越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社会、
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兴业银行将发展绿色
金融、履行社会责任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相融
合，推动兴业特色的绿色金融业务进入新一轮的
发展高潮。
56

累计

污水处理

1

制造业

制革业

８

19
鞋服纺织业

农林牧业

2

其它

3,685

２

2

３

石化

１

电镀

２

其他制造业

座

OR

万公顷

所支持的项目的节能减排量相当于关闭１７０座１００
兆瓦火力发电站，或７４０万公顷森林每年所吸收的
二氧化碳总量。

57

绿色债券
２０１６年１月，境内首单绿色金融债——兴业银行首期发行的１００亿元绿色金融债完成全部缴款，标志着

条

２０１６年本行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食品加工业

170 740

３

国内绿色金融债正式落地。此次绿色金融债募集受到市场热捧，获得超过２倍认购，资金全部投放于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所界定的绿色金融项目，如节能、清洁交通、清洁能源、资源节约与循环利
用、污染防治等，并且对节约标煤、二氧化碳减排类项目要求至少减排１０％以上；对其他主要污染物减
排类项目，排放指标要求至少达到行业先进值以上。

绿色信托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中再资源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该产品的底层

兴业说

资产为实际完成并经环保部公示确认或省环保厅核实确认的废

开展绿色信贷自评价 完善自身风险管理政策
２０１６年，本行根据银监会要求开展绿色信贷自评价工作，针对自评价涉及到３００多个定性细分指标和定
量指标全面开展自评价，整理并总结出本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绿色信贷产品与服务、自身绿色

ENVIRONMENT

业银行已逐步从“绿色银行”向“绿色金融集

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量而获得和享有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基金补贴款项的权利。

绿色理财

表现方面的执行情况和工作亮点，并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及自评价结果完善自身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

２０１６年９月，本行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首期“万利宝－绿色金

系与政策管理措施。

融”理财产品，受到投资者的热捧。该款绿色理财产品期限５
年，以３个月为一个投资周期开放申购赎回，初期成立规模为
２０亿元，募集资金主要投向绿色环保项目和绿色债券，投资标
的均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绿色金融债的３９号公告和中国银监
会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等监管文件重点支持的绿色环保资产。

让广大普通投资者通
过投资金融产品实现
财富保值增值的同
时，参与到支持国家
绿色产业发展，引导
理财资金流向绿色金
融领域。

环境篇

作为中国绿色金融先行者，十年探索实践，兴

警信息３，６８５条，为本行授信项目的尽职调查、审查审批、存续期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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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收集整理的《福建省污染企业名单》等环境预警信息纳入本行预警管理系统，在行内发布风险预

应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边会

“绿色金融”
主题新闻发布会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１日，兴业银行在银监会
举办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以绿
色金融作为发布主题：“植‘绿’

ENVIRONMENT

班气候大会中国角系列边会后第三次应邀参会。

十年兴业路 不忘初心再前行”。本
行副行长薛鹤峰（右２）出席了发布

魅力蓝天 绿色兴业

会并讲话。
58

２０１６年１月，本行在沈阳举办“魅力蓝天、绿色兴业—兴业银行推动大气治理暨优

联合国副秘书长赴兴业银行交流

化工业供热与市政供暖服务合作洽谈会”，围绕大气治理主题，重点聚焦区域集中
供热行业的节能减排金融支持，助力北方城市实施“绿色供暖”。会上，本行与当
地多家集中供热龙头企业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银企环保合作平台。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６至２７日，Ｇ２０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期间，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
规划署（ＵＮＥＰ）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
纳（Ａｃｈｉｍ Ｓｔｅｉｎｅｒ）（左１）专程到本行
就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等内容与本行副行
长薛鹤峰（右１）进行会谈，双方看好绿
色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活力源泉。

环境篇

会，介绍兴业银行在服务绿色产业发展、支持低碳转型方面的
产品与服务创新，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这是本行自２０１２年德

与时俱进 加快推动集团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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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底，兴业银行应邀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举
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Ｇ２０能效融资”边会和中国角系列边

59

绿色租赁

绿色资产证券化
营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落地。此款ＡＢＳ发行规模为１９．８亿元，期限不超过１０年，其

务占全年业务投放总额的４７％。

中本行投资总金额为３．７亿元，以理财资金投资优先级，投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交车辆的
在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培养责任投资者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并展示了我国金融

66 笔绿色租赁项目
累计

223.18

47%

机构在服务气候变化、节能环保领域的努力和实践。

亿元

累计投放项目金额达２２３．１８亿元

绿色租赁业务占全年业务投放总额的４７％

案 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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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以新能源公交车和清洁能源公交车为主）和公交设施运营。此款ＡＢＳ的成功发行对

兰州市水源地建设项目

碳金融
２０１６年４月，本行上海分行与春秋航空、上海置信碳资产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签署《碳配额资产卖出
回购合同》，交易标的达５０万吨碳配额，落地国内航空业首单碳金融创新业务。此种碳配额资产管理

２０１６年，兴业租赁公司以项目核心资产净水厂等作为租赁物，采用售后回租模式为兰州

模式，既保证了春秋航空作为控排企业可以无风险完成履约，又可以盘活碳配额资产，在获得融资的

市提供了１５亿元融资服务，用于兰州市水源地建设项目。截至２０１６年末，水源地建设项

同时，实现碳配额资产的高效管理。该模式引入了控排企业、碳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三方共同参

目已累计完成各类洞室开挖３５，７５４米，完成比例为６９％。待项目全部建成后，兰州市中

与，充分发挥各自市场功能，实现了多方共赢，成为本行在碳金融领域的又一创新。

心城区供水保证率将达到９８％，并增强应对突发性水污染等事件的能力。该项目属于当
地一号民生工程，填补了甘肃省国计民生建设事业的重大空白，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绿色零售信贷
２０１６年，本行绿色零售信贷业务继续对准符合节能
标准的绿色装修和购买符合国家建筑 节能认证标识
的绿色建筑住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汽车的个人客
户，当年累计发放金额合计１７．７５亿元，累计发放
户数１，７４３户。
同时，本行自２０１０年发行的中国首张低碳主题信用
卡继续吸引越来越多热爱环保的普通人参与到低碳

要治水

找兴业

２０１６年，本行继续将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作为重点
业务方向，召开区域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交流研讨
会，水融资规模继续大幅增加。其中，在浙江
省，本行累计投入超过４００亿元，余额超３５０亿
元，有力的打响了“要治水，找兴业”的区域市
场品牌，获得了当地政府、业界的高度评价！

行动中来。截止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低碳信
用卡累计发卡达５３３，４８７张，低碳系列信用卡累计
购买自愿碳减排量１５９，９１０吨，有力地支持了广东
省下坪垃圾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ＨＦＣ消解项目、
贵州石垭子碳减排水电项目等，相当于中和了１１５
万人乘坐飞机飞行１，０００公里所产生的碳排放，强
大的金融属性为低碳事业引来了“活水源”。

1,529.46

环境篇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全国首单非上市公司绿色资产证券化（ＡＢＳ）——无锡交通产业集团公交经

赁项目，累计投放项目金额达２２３．１８亿元，绿色租赁业

与时俱进 加快推动集团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２０１６年，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共投放６６笔绿色租

亿元

截止２０１６年末，本行水资源领域融资余额达到
１，５２９．４６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８４．３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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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植绿十年
兴业人的情怀与担当

截止2016年12月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支持项目可实现的环境绩效

据测算，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２，６４６．８０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７，４０８．３１万吨，年减排化学需氧量（ＣＯＤ）１６８．０４万吨，年减排氨氮８．２６万吨，年
量３０，３９０．０６万吨。

2006

年节约标准煤２，６４６．８万吨

168.04

5月

2008

8.26

万吨

10月

10月

1月

12月

1月

万吨

年减排氨氮８．２６万吨

2012

2010

2009

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７，４０８．３１万吨

年减排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１６８．０４万吨

2007

兴业银行与国际金
融公司（ＩＦＣ）合作
推出国内首个能效
融资产品

7,408.31

万吨

7月

ENVIRONMENT

色产品服务体系，绿色ＤＮＡ已经根植于兴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客户服务的方方面面。

减排二氧化硫１０．５９万吨，年减排氮氧化物４．１６万吨，年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１，８７７．８７万吨，年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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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6.80

10月

2013

1月

8月

12月

6月

首家提供碳金融

宣布采纳赤道原

首家成立可持续金

首笔适用赤道原则

发行国内首张

首家发放排污

首推碳资产

落地首笔自愿

推出合同能源 首推专项服务于 首家推出水资源利

综合服务

则，成为中国首家

融专营机构——可

项目落地

低碳信用卡

权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

适用赤道原则

管理标准化融 欠发达地区中小 用和保护综合解决

赤道银行

持续金融中心

项目

资产品

正式签署加入联合

企业节能减排融 方案
资产品

国环境规划署金融
行（ ＵＮＥＰ ＦＩ ）

兴业绿色金融发展之路
2016
1月

2014

2015
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5月

11月

9月

11月

落地首单绿色金

发布集团绿色

落地国内首单碳配

注册全国首只绿色

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首

银行系首个绿色

兴业信托首单投资城镇

国内首家签署联合国环境

首发绿色金融资产支

引入亚洲开发银行１亿美

融债

金融产品体系

额卖出回购业务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款 “ 万 利 宝 ·绿 色 金

金融专业支持系

污水处理及供水行业的

规划署等机构发起的《金

持证券（ＡＢＳ）

元低成本资金，专项支持

资工具

融”理财产品

统上线

ＱＤＩＩ产品落地

融机构能源效率声明》

银行、
租赁联合融资
２０亿元，支持南水北
调工程

环境篇

涵盖绿色融资、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投资、绿色理财、绿色消费等在内的集团绿

专题植绿十年 兴业人的情怀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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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６年率先开辟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经过１０年探索实践，兴业银行已形成门类齐全、品种丰富，

清洁能源公交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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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两高一剩” 助力产业结构升级
案 例

效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行业风险。

本行镇江分行２０１６年与镇江市水业总公司合作，提供授信敞口额度１亿

“两高一剩”行业业务数据

元，打造镇江市绿色生态项目——“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处理”项
目。项目形成餐厨废弃物１４０吨／日、污泥１２０吨／日的处理能力。经过处理
后的餐厨废弃物有的成为园林绿化用泥，有的将成为提纯压缩的沼气输送

“两高一剩”行业

至车用加气站，有的浓缩制成沼肥流向田头……有效杜绝餐厨废弃物随意

２０１４年余额
（亿元）

２０１４年占对
公贷款比重

２０１５年余额
（亿元）

２０１５年占对
公贷款比重

２０１６年余额
（亿元）

２０１６年占对
公贷款比重

ENVIRONMENT

差异化信贷政策，通过提高业务准入、行业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的措施，加强行业结构调整，有

弃置引起的环境二次污染风险。
纺织业、皮革加工、造纸业

22.05

0.19%

21.86

0.18%

25.86

0.2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24.53

1.10%

111.19

0.90%

124.40

0.98%

橡胶与塑料制品

5.60

0.05%

9.76

0.08%

10.48

0.08%

炼焦

18.42

0.16%

19.83

0.16%

16.71

0.13%

钢铁

101.61

0.89%

124.86

1.01%

180.95

1.42%

水泥

64.28

0.57%

70.48

0.57%

73.22

0.58%

平板玻璃

4.38

0.04%

2.26

0.02%

7.13

0.06%

多晶硅

12.17

0.11%

11.85

0.10%

7.82

0.06%

电解铝

35.30

0.31%

50.89

0.41%

37.92

0.30%

船舶制造

3.23

0.03%

1.82

0.01%

20.88

0.16%

小计

391.58

3.44%

424.80

3.42%

505.37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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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分行落地黑龙江省首笔工业投资
基金项目助减雾霾

注：“两高一剩”行业分类参考银监会《关于绿色信贷实施关键评价指标的通知》（银监办发［２０１４］１８６号）。

２０１６年初，由黑龙江省政府牵头，本行哈尔滨分行作为主要参与银行，中
菊资产管理公司作为ＧＰ管理人，设立了黑龙江省工业投资基金，并于２０１６
年底完成了该项基金首笔项目的落地放款。该投资基金首笔项目主要投向
“年处理３５０万吨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工程，该项目利用废弃农作物秸秆为
主要原材料，生产本色生活用纸、绿色食品包装纸、黄腐酸有机肥，是典
型的资源再利用和循环经济项目，促进当地秸秆回收，有效减少因秸秆燃
烧带来的雾霾源，明显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社会效益显著。

案 例

环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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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及国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有关要求，实施“有保、有控、有压”的

镇江分行助力“餐厨废弃物
及生活污泥协同处理项目”

严控 两
“高一剩 助
”力产业结构升级

２０１６年，本行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特点、技术优势、区域资源禀赋、环保合规情况等，按照风

倡导绿色运营 践行绿色生活
本行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减少办公运营的资源能源消耗，降低运营成本，倡导“低碳办公”，保护生

1,425

办公耗水总量（吨）

办公耗电总量（万度）

7.23

52,284

办公用纸总量（吨）

公务车耗油总量（升）

坚定和信心。

简爱
、简
活

减少使用
一次性用品

打印用
双面双版！

14%

100%

视频会议次数占总会议的比例

分行视频设备覆盖率

连续第七年开展
“地球一小时”
活动

……

作为“赤道银行”，本行已经连续七年开展“地球一小时”活
动，向全行４３家分行、５万多名员工发出倡议信，积极参与这一
凝聚全民环保力量的绿色节日，表达我们对地球家园的关注，

节约用水

以及为可持续发展而采取行动的决心。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本行向阿拉善ＳＥＥ公益机构捐款人民
币５０万元，用于阿拉善ＳＥＥ公益机构的“一亿棵梭
梭”项目，支持环保公益事业发展，尽一份力量留
住碧水蓝天！

多吃蔬菜少吃肉

垃圾
分类

66

随手关闭电源

骑自行车
上班!

ENVIRONMENT

们纷纷在“我的环保理念”留言墙上写下自己的环保理念，用微笑和行动传递维护地球的

２０１６年福州总行

66,831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号，本行私人银行部组织全员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熄灯两小时。同事

加油！

随身常备
环保袋

环境篇

应商，将直接终止合同，并纳入黑名单。

私人银行部“地球一小时”环保倡议日活动

倡导绿色运营 践行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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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本行加强供应商绿色审查，对于存在不良环境与社会影响的供

案 例

67

低碳环保活动展示
ENVIRONMENT

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与您一起行动！

Supported by Industrial Bank

１

68

69

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ＭｕｓｉｃＲａｄｉｏ《四季的地球》栏目宣传环保理念
地球，70亿人的母亲，兴业银行邀您共同关注《四季的地球》
这个季节，一碗热热的浓汤，温暖，不仅是它所代表的意义。
当季盛产的食材和水经过加热后，变化出的绵密口感，是这个季节才能感到的幸福

１

长沙分行“绿色金融万步走”活动

２

郑州分行“快乐行走，践行绿色生活”活动

３

太原分行徒步俱乐部“践行绿色生活”大型
徒步活动

２

人类对美食独有的调理方式，正在海洋以另种方式呈现
八成来自陆地的废弃物，总重近27万吨，超过5兆件塑料垃圾
随着占地表七成的海水，四处漂流

４

香港分行环保健康行活动，并倡议向香港著名环境保护公益组织长春社捐
赠１５万港元，现场号召全体员工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

横跨大西洋、太平洋到印度洋赤道无风带

５

庞大的塑料污染源让现在海洋样貌宛如塑料浓汤

宜昌分行组织员工参加以“相约夷陵 健步官庄”为主
题的徒步健步走活动

６

南平分行参加“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环境日大型环保公益活动

污染了海洋，也改变了物种生存环境

从食品包装到免洗餐具，日常使用塑料只有百分之五被回收
需求，让全球塑料制品每十年增加一倍

３

大部分塑料包装只可以用一次，但污染却可以持续很久
降低塑料的用量，从回收开始，用回收减缓新的需求
每天少用3个塑料袋，十个人18个月就能省下一整桶石油
你手上的饮料瓶，回收再制可以是身上的排汗衣
手，也是最方便的购物袋
购物可以少点包装，未来海洋就多点希望。

环境篇

倡导绿色运营 践行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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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每个举动，都可能影响地球的未来。呵护环境，珍爱地球

４

５

６

INDUSTRIAL BANK
ANNU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

回馈社区篇
RETURN COMMUNITY

以人为本 普及金融知识进万家 / 72
爱由“兴”生 投身建设和谐社会 / 73
专题：探索精准扶贫 创新方案多管齐下 / 74
家园文化 携手万千员工共成长 / 76

以人为本 普及金融知识进万家

爱由“兴”生 投身建设和谐社会
贫济困”三位一体的慈善机制。２０１６年，兴业银行对外捐赠支出共计约３，２４４万元。

过开展主题沙龙、知识讲座、面对面问答、亲子游乐教育等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新版人民币防伪
建和谐金融环境。

656.92

三位一体慈善机制
万元

2016年公众教育服务投入金额

10,675

RETURN COMMUNITY

知识、投资理财、银行用卡网络安全等金融知识，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安全意识与金融素养，构

次

2016年累计活动次数

2,399

个

2016年公众教育专题活动数

481.2

万人

2016年受众客户量

72

5,000

“兴业银行慈善助学金”圆梦计划，持续投入
2,000万元帮助福建省五所高校5,000人次贫

人

困学子完成学业，并设立“关心下一代兴业

帮助福建省五所高校5,000人次
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案 例

多渠道开展防诈骗宣传活动
保护消费者用卡权益

扶贫济困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用卡权益，及时预防电信诈骗及
非法集资带来的经济损失，本行信用卡中心展开了
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２０１６年４至５月期间，通过信用卡中心官方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防范“钓鱼”网站链接的安
全提示》、
《关于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信用卡的安全
提示》，并通过近３０家媒体网络渠道发布《兴业银
行信用卡中心提醒您：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
资》。６月，积极配合互联网安全支付联盟，本行通
过微信公众号推送了《２０１５年全国电信诈骗数据
汇，这些数字真能惊呆你！》、
《电信诈骗莫惊慌，
牢记口诀帮您忙》、
《安全防范 天上掉的是“馅饼”
还是“陷阱”？》、
《长知识
带你分分钟看清这些
“江湖骗术”》四期安全宣传相关主题，推送内容
集知识性、趣味性、预警性于一体，贴近大众生
活，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点击率不断攀升，取得良
好的宣传效果。

100

万元

奖学金”，累计捐助296万元，奖励福建省品
学兼优贫困大学生3,465人次。

3,244

捐资助学
万元

2016年兴业银行对外捐赠支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捐赠福建省23个
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项目
2016年，台风“莫兰蒂”正面袭击厦门，兴
2016年，本行向福建省扶贫基金

业银行厦门分行第一时间为受灾企业，开

会、扶贫开发协会捐赠扶贫资金

通绿色通道快速理赔，保障信贷资金及时

20万元，并将于2016年至2020年
连续捐赠5年捐赠100万元，用于
福建省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
贫项目。此外，多年来，本行积

1,800

极参与省内重点贫困村的定点扶
贫工作，仅2011年至今已投入370

万元

2016年，兴业银行成功堵截电信诈骗33起，
为客户避免资金损失1,800余万元。

万元用于改善当地交通、水利基
础设施工程，慰问困难群众。

回馈社区篇

本行始终积极支持慈善事业，目前已形成常态捐助和灾难援助并行，“捐资助学”、
“抗灾救灾”和“扶

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货币金融知识宣传月”等的公众教育服务活动，全行营业网点通

以人为本 普及金融知识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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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本行以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和谐金融为目的，多渠道开展了主题为“金融知识

抗灾救灾

到位，迅速组织员工志愿活动，支援灾后
重建。

73

专题

探索精准扶贫
创新方案多管齐下

本行在内蒙古设立乳业产业金融中心，在黑龙江设立农业产业金融中心，在广西设立林业产业金融
中心，通过契合不同地区特色的产业金融中心开展专业化经营，更精准地服务当地特色产业客户，
带动贫困地区人口实现就业脱贫。在此过程中，本行不改创新“本色”，深入贫困一线，大力推动

亿元，增幅１１０．５７％；单位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２０．２２亿元，较年初增加９．８７亿
元，增幅９５．３６％，其中项目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１１．２１亿元，约为年初余额的１０
倍；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１１．０５亿
元，笔数２，５４８笔，贷款余额和业务笔
数均较年初翻一番。

势，积极探索创新，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作为总部位于福建的银行，本行十分重视福建省的“精准扶贫”工作，专门拨付扶贫资金，支持福

灌”，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２０１６

建省２０多个县域的扶贫开发项目。在福建省政和县下步洋自然村，有一座长１５米、宽５米的“兴业

年，本行成立由陶以平行长任组长的金融扶贫工作

桥”，村民因此不必趟河出行；半源村有一条长１，０００余米的“兴业渠”，实现农田灌溉２００多亩。

领导小组，制定了《兴业银行金融扶贫开发服务方
案》，从产品扶贫、产业扶贫、渠道扶贫、教育扶
贫、定点扶贫等方面细化实施路径。通过优先倾斜
业务资源等方式，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信贷等金融服
务支持，同时立足自身业务特色，从绿色生态扶贫
角度入手，集中突破。

74

31.27

亿元

提下深入推进扶贫工作。

设立特色产业金融中心，
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75

110.57%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20.22

95.36%

亿元

单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1.21

亿元

项目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1.05

亿元

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RETURN COMMUNITY

余额合计３１．２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６．４２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本行充分发挥集团化优

兴业信托成功发行国内
首单慈善信托

南宁分行开启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战

成都分行关注贫困地区信贷支持
探索精准扶贫有效模式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兴业信托·幸福一期慈善

２０１６年，南宁分行钦州支行积极与浦北县官垌镇

成都分行成立了由行领导任组长的精准扶贫工作

信托计划”捐赠“福建省农村幸福院”医疗保

垌口村结成帮扶关系，切实践行自治区“八个一

小组，鼓励客户经理深挖涉农信贷市场，重点加

健用品项目正式启动，成为国内首单慈善信

批”、“十个行动”的脱贫攻坚策略。支行员工

强特困地区在医疗、教育、环境整治、环保基础

托。兴业信托利用信托制度优势不断进行模式

多次前往官垌镇垌口村，走访结对农户，实地查

设施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支

创新，为金融扶贫、精准扶贫添砖加瓦。慈善

看鱼苗养殖基本情况，并专门设置官垌鱼产业专

持，变“输血”为“造血”，加快贫困地区脱贫

信托作为新型的慈善方式，特别是引入信托公

项帮扶资金，帮助结对贫困农户购买鱼苗，以养

攻坚步伐。分行与合江县人民政府签署《金融扶

司作为最合适的受托人和资产管理者，将推动

殖鱼苗的方式助力脱贫，帮助垌口村优化产业结

贫开发合作协议》，并开展“金秋捐资助学”活

慈善事业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发展，成为

构、打造当地特色优势产业。

动。第一批受助对象为３３名合江籍的在校高中、

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学学生，累计筹集善款２０余万元。

回馈社区篇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本行精准扶贫贷款

农村“两权”抵押、银政合作产业基金、政府风险补偿基金贷款等产品创新，以确保在可持续的前

探索精准扶贫 创新方案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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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扶贫方案多管齐下

家园文化 携手万千员工共成长

员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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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

2.24：1

1：
34

男女员工比例（男：女）

中高层管理人员男女员工比例（男：女）

少数民族员工比例

知识盛宴 全民共创

77

２０１６年，面对经济金融新常态，本行围绕全行战略转型和业务发展大局，推动组织学习，助力绩效提
升，在知识共创、赛训结合、社群运营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人人为师

20门版权课程

全民共创

260门微课

1,107个案例

104个金融服务方案

39个闯关案例

60门标准课程

56个风险解决方案

300门原创课程

优课计划

RETURN COMMUNITY

人

微课大赛

案例大赛

企明星

赛事牵引

兴风向

人才培养

回馈社区篇

54,253

家园文化 携手万千员工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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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本行员工基本情况

玩转社群联盟，推动轻型学习

沙场秋点兵，雄军连百里。为激发社区行展业激情，以竞带练调动社区行员工主观能动性，本行重庆分

群，作为对传统正式学习的有益补充，已成为全行性的标杆社群。

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社区行精英擂台赛。赛制创设实行“两轨三赛”：以团队综合提升和个人潜能挖掘

自擂台赛开启下战书环节以来，各社区行争先备战，战书连连。截止开赛前，团体擂台赛发起挑战机构

+

兴师荟

++

++

+

+

++

+

+

+

+ +

政能量
+

+

+
++

+

+

行动力
兴培伴

+

+

++

学习
社群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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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２５家，业务经理尖刀挑战共下战书５１次，熊熊战火已经点燃！

+

回馈社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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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轨”；以团体擂台赛、个人突围争霸赛和个人尖刀挑战赛为“三赛”。

家园文化 携手万千员工共成长

“兴师荟”、“兴培伴”、“政能量”和“行动力”四个精品学习社区，是本行力推的非正式学习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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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场秋点兵——记重庆分行社区行精英擂台赛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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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报告

实践篇 PRACTICE
兴业银行赤道原则执行情况 / 82

专业支持系统突破升级

兴业银行赤道原则执行情况

２０１６年，本行正式上线业内首个自主研发的绿色金融专业支持系统，以电子化作业方式领跑同业。该
理等业务管理功能；二是绿色金融授信业务办理、赤道原则评审、授信后管理、风险监测等风险管理功
能；三是考核评价、业绩计量、团队管理、资源配置、报表统计、信息文档管理等运营管理功能。借助
该系统，通过客户分级管理、业务数据挖掘分析，深挖客户需求，进一步提升本行服务绿色金融客户的

伯联合酋长国）、三井住友信托银行（日本）、英国出口信贷（英国）、瑞典商业银行（瑞典）、ＩＣＯ

效率和能力。

金融集团（巴西）、西班牙洲际银行（西班牙）、ＯＰ金融集团（西班牙）、韩国发展银行（韩
国）、江苏银行（中国）。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江苏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二家
赤道银行，也是中国首家采纳赤道原则的城市商业银行。

加强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

PRACTICE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初，新采纳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包括：玉山银行（台湾）、阿布扎比国民银行（阿拉

２０１６年，本行继续加强与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英环（上海）咨询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专长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的专业技术公司合作，加强沟通，以更
好地开展赤道原则项目尽职调查、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等工作，保证赤道项目评审工作顺利开展。

82

89

开展赤道原则宣贯培训
２０１６年，全行全年共举办７２场赤道原则相关培训，参加人数共计３，９００余人次，培训时长累计约
韩国

遍布全球37个国家的89家金融机构采纳赤道原则

83

６，０００分钟。

1

家

本行着力开展团队能力建设，通过现场交流会、视频等方式组织分行绿色金融职能部门负责人及业
务骨干进行赤道原则培训，重点就赤道原则适用范围、评审要求、评审流程以及制度体系等相关内
容开展集中宣贯，促进分行绿色金融相关岗位人员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3,900

日本

4

70%

家

人

参加人数共计

台湾地区

2

采纳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占据了新兴
市场70%以上的项目融资份额
中国大陆

2

家

家

共举办赤道原则相关培训

72

场

培训时长累计

6,00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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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占据了新兴市场７０％以上的项目融资份额。

系统功能完备且可扩展性强，可实现三大类功能：一是绿色金融业务属性认定、环境效益测算、客户管
兴业银行赤道原则执行情况

截止２０１７年２月初，包括兴业银行在内的遍布全球３７个国家的８９家金融机构采纳赤道原则。这些金

项目融资

持续推进国际经验交流

２０１６年本行已生效项目融资项目共３笔，Ａ类的１笔，Ｂ类的２笔，项目均位于中国（即非指定国家），

作为赤道银行，本行积极参加赤道原则大会及亚太

主要分布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等行业。所有生效赤道原则项目融资均聘请独立第三方环境与社会咨询

区赤道银行季度讨论会，就房地产项目的评估标准

与项目关联公司贷款

本行邀请加拿大环境金融发展协会主席暨加拿大滑
铁卢大学教授Ｏｌａｆ Ｗｅｂｅｒ来行介绍其关于银行可持

２０１６年本行已达融资生效日的与项目关联公司贷款共７笔，均为Ｂ类，项目均位于中国（即非指定

续发展及赤道原则绩效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学习

国家），所有项目均聘请了独立第三方环境与社会咨询机构协助尽职调查，并评估项目的赤道原则

借鉴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深化本行赤道原
则理论与实践。

本行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华兵（左）与加拿大环境金融发
展协会主席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Ｏｌａｆ Ｗｅｂｅｒ（右）共
同探讨银行可持续发展及赤道原则绩效量化研究

符合性。

２０１６年赤道原则项目行业分布
（根据《赤道原则管理准则》要求披露的行业范围）

赤道原则项目数据
２０１６年，本行共对７２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并认定４９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所涉项目总投
84

PRACTICE

与管理。

资５，８１３．３２亿元，涉及４９个客户、２４类国标行业。其中，共有１０笔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已达融资正式生
效阶段（签署融资合同），包括项目融资３笔，与项目关联的公司贷款７笔，并有１０笔项目贷款下柜，
包括项目融资３笔和与项目关联的公司贷款７笔，下柜金额６７．２５亿元。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本行累计对９７１笔项目
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所涉项目总投资
２９，０７６．３２亿元。

其中，适用赤道原则项目共计３０７笔，所涉项目
总投资为１１，４５８．４７亿元，涉及２７２个客户，累
计下柜金额３４７．８９亿元。

971

307

笔

所涉项目总投资２９，０７６．３２亿元

项目融资

与项目关联公司贷款
２

能源行业
其他

１

实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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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进赤道银行良好经验用于完善本行内部政策

兴业银行赤道原则执行情况

机构协助尽职调查，并评估项目的赤道原则符合性。

和适用范围、碳信息披露等进行咨询和讨论，吸收

３

基础设施
石油与天然气

２

其他

２

笔

所涉项目总投资为１１，４５８．４７亿元

３

85

未来展望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未来几年，我国将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水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全面加快，经济增长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去杠杆、抑泡沫、扶实体，防止“脱实向虚”成为金融转型的“靶心”。经济金融环境的深
刻变化，为银行发展带来压力与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持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面对经济新常态、金融大变局，兴业银行将积极应对，围绕“控风险、强基础、稳发展”的工作主

“讲担当、有秩序、守规矩”，把握银行经营的本质，严守合规经营底线，重塑审慎、稳健、合规

线，以转型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探索新型业务，拓展服务群体，优化经营管理，提高专业能力，

文化，持续提升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特别是依托先进科技提升对业务和管理的支持和引领

着力做实、做优、做强七大核心业务。同时，通过战略观念、策略方法和经营实践全方位的合理转

能力，夯实基础、提质增效，确保资产质量、经营安全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变，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推动实现“脱虚向实”
牢记自身的使命和责任，回归经营本源，坚决贯彻国家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以有利于提高实体经
济效率、有利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依归，优化资产结构、负债结构，有效发挥金融服务功能，更
加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回归本源，服务实体。

建立集团统一客户服务体系

协

调

新

创

全面提升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力争“一张面孔对客户、一个号令调动集团所有资源”，以客
户为中心，围绕客户的难点、“痛点”，开“良方”、用“良药”、施“良策”，满足客户多元

“稳”基础
抓服务质量

化、综合化的服务需求，真心实意为客户服务，与客户相伴成长，夯实持续发展的基础。

加强创新驱动
“稳”质量
抓处置化解

核心目标

增强市场敏锐性和发掘能力，以发展路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内部营运管理的不断创新，打

“稳”总量
抓结构调整

造服务新经济、新产业的专业能力，在有效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积极开辟新
的业务和盈利增长渠道，形成金融智能，建设智慧银行。

五
“稳”五“抓”

２０１７，不忘理想，脚踏实地，本行将继续坚定不移打造一家把社会责任、坚守绿色理念始终放在第

绿色

“稳”效益
抓非息收入

“稳”资产
抓负债增长

开放

共享

一位，受客户信赖、受股东喜爱、受同业尊重的一流金融服务集团，成为一家真正走资本节约、创
新驱动、内涵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具综合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特色的银行集团。

２０１６年本行部分荣誉

高建平董事长获“CFV十年

年度特殊网点贡献奖
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管理者奖

绿色金融领军人”

高建平董事长荣获“2016中国上市

年度股份制商业银行

公司最受尊敬董事长”

兴业研究——最佳新锐研究机构

2016中国战略型上市公司卓越董事会

兴业信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优秀实践奖

2016年度亚洲卓越商业银行

APPENDIX

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

21世纪经济报道

年本行部分荣誉
2016

第一财经日报

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报告排名第八
2016 中国最佳资产管理银行
2016最佳收益表现银行
2016年度最具传播力商业银行

金融时报

人民日报

年度最佳股份制银行

中国品牌奖·创新奖

中国经营报

88

卓越竞争力金融控股集团
卓越竞争力股份制商业银行

附录 APPENDIX

证券时报

《银行家》杂志

2016中国区最佳银行（行业）投行
2016中国区最佳财务顾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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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董事长获“中国十大金融人物”

最佳财富管理品牌

全国性商业银行财务评价前5名排名——第四位

直销银行——最佳互联网创新银行

财资中国

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现金宝3号（收益递增型）
——最佳开放式银行理财产品

“黄金眼”大数据风控产品——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2016 年度最佳现金管理银行

钱大掌柜和掌柜钱包——十佳互联网金融创新奖

最佳财资创新产品

滚动开放式天天万利宝——最佳创新银行理财产品
钱大掌柜——最受欢迎互联网金融产品

天天万利宝——十佳财富管理创新奖

《财富》中文版
南方周末

2016年《财富》中国
500强排行榜——第37名

最佳责任企业

中国500强最赚钱
的40家公司——第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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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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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Ｉ索引＊
２０１６年本行部分荣誉
指标序号

指标内容

页码
战略与分析

１

４－７，１８－２３

经济观察报

21世纪商业评论

卓越创新银行奖

最佳金融数据管理大奖

香港《镜报》
杰出企业社会责任奖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社会责任专业委员会
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院
公众透明度典范奖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高建平董事长获2016年度
中国社会责任杰出人物奖

新浪
最具影响力银行
最佳财富管理

３

机构名称

４

主要品牌、产品和／或服务

５

机构总部的位置

１２

６

机构在多少个国家运营，在哪些国家有主要业务，或哪些国家与报告所述的可持续发
展主题特别相关。

３１

７

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形式

１２

８

机构所服务的市场（包括地区细分、所服务的行业、客户／受益者的类型）

９

报告机构的规模

１０

ａ． 按雇佣合同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人数。
ｂ． 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固定员工总人数 。
ｃ． 按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
ｄ．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
ｅ． 机构的工作是否有一大部分由法律上认定为自雇的人员承担，或由非员工及非正式员
工的个人（包括承包商的员工及非正式员工）承担。
ｆ． 雇佣人数的重大变化（如旅游或农业雇佣人数的季节变动）。

最受欢迎直销银行

90

和讯

金融界

东方财富网

最佳公众形象金融机构

杰出中资银行奖

2016最佳综合性银行
2016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年度优秀绿色金融机构

年度社会责任奖

钱大掌柜——最受欢迎移动金融产品

杰出财富管理奖

钱大掌柜——年度优秀互联网金融app

杰出托管银行奖

人民网

腾讯

中金在线

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企业奖”

官方微信订阅号“兴业银行601166”

最具市场影响力直销银行

９
２４－２５

１２，２４－２５，３１
１６－１７
１７，７６－７７

91

１１

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员工总数百分比。

１７

１２

描述机构的供应链情况。

６６

１３

报告期内，机构规模、架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要变化，包括：
●

运营地点或业务转变，包括工厂的启用、关闭和扩充

●

股本架构的改变，其他资本的构成、保有及业务变更（私营机构适用）

●

供应商所在地、供应链结构、与供应商关系（包括甄选和终止）的改变

１４

机构是否及如何按预警方针及原则行事。

１５

机构参与或支持的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社会公约、原则或其他倡议。

１６

机构加入的协会（如行业协会）和国家或国际性倡议机构，并且：
在治理机构占有席位
● 参与项目或委员会
● 除定期缴纳会费外，提供大额资助
● 视成员资格具有战略意义
主要是指以机构名义保持的成员资格。

１６－１７，３１，３９

２２
９，８２
８２

●

——最具价值公司号奖

确定的实质性方面与边界
１７

ａ．列出机构的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实体。
ｂ．说明在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包括的任何实体中，是否有未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实体。
机构可引述公开的合并财务报表或相当的文件中的信息，来报告本标准披露项。

＊根据Ｇ４版本核心方案

APPENDIX

索引
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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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新华网

９

附录

机构最高决策者（如ＣＥＯ、董事长或相当的高级职位）就可持续发展与机构的相关
性及机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声明。

指标序号

指标内容

页码

１８

ａ． 说明界定报告内容和方面边界的过程。

对于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内方面的边界，如下：

９

经济绩效
ＥＣ１

机构产生及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包括收入、运营成本、员工薪酬、捐献及其他社区投资、
留存收益、向出资人及政府支付的款项

ＥＣ２

气候变化对机构活动产生的财务影响及其风险、机遇

–Ｇ４－１７中包含的该方面不具实质性的实体或实体类别，或

ＥＣ３

机构固定收益型养老金所需资金的覆盖程度

–Ｇ４－１７中包含的该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实体或实体类别

ＥＣ７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与支持性服务的情况及其影响

ＥＣ８

重要间接经济影响，包括影响的程度

●

说明该方面在机构内是否具有实质性

●

如果该方面并非对机构内的所有实体都具有实质性（如Ｇ４－１７所述），选择以下方法之一报告：

●

说明对机构内方面边界的任何具体限制

对于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范围外方面的边界，如下：

１６－１７，３９，７３－７５
４－７，１８－２０
１７
７３－７５
２８－５１，５７－６５，８４－８５

环境绩效

９

–说明该方面在机构外部是否具有实质性

ＥＮ３

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如果该方面在机构外部具有实质性，确认其实质性对应的实体、实体类别或要素；此外，描
述对确认的实体具有实质性的方面所在的地理区域

ＥＮ４

机构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ＥＮ６

减少的能源消耗量

１７，５７，６２－６３，６６

ＥＮ７

产品和服务所需能源的降低

１７，５７，６２－６３，６６

ＥＮ８

按源头说明的总耗水量

ＥＮ１９

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１７，５７，６１，６３

ＥＮ２７

降低产品和服务环境影响的程度

５７－６１，８３－８５

–说明对机构外方面边界的任何具体限制

92
说明范围、方面边界与此前报告期间的重大变动。

９，２４－２５

利益相关方参与
２４

机构的利益相关方列表。

２０

２５

就所选定的利益相关方，说明识别和选择的根据。

２０

２６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包括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类型及组别的参与频率，并指明是否有任何
参与是专为编制报告而进行。

２７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关键主题及顾虑，以及机构回应的方式，包括以报告回应。说
明提出了每个关键主题及顾虑的利益相关方组别。

２０－２１

２０

６６
６６

６６

劳工实践和体面工作
ＬＡ１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工和离职员工总数及比例

ＬＡ８

与工会达成的正式协议中的健康与安全议题

ＬＡ１０

为加强员工持续就业能力及协助员工管理职业生涯终止的技能管理及终生学习计划

ＬＡ１２

按性别、年龄组别、少数族裔成员及其他多元化指标划分，治理机构成员和各类员工的组成

１７，７６－７７
１７
７６－７９
１７，７６－７７

社区
报告概况
２８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如财政年度／日历年度）

９

２９

上一份报告的日期（如有）

９

３０

报告周期（如每年、每两年一次）

９

３１

关于报告或报告内容的联络人。

９

３２

ａ． 说明机构选择的“符合”方案（核心或全面）。

９１－９３

ｂ． 说明针对所选方案的ＧＲＩ内容索引。
ｃ． 如报告经过外部鉴证，引述外部鉴证报告。 ＧＲＩ建议进行外部鉴证，但并非成为“符合”本指南
的要求。
３４

机构的治理架构，包括最高治理机构下的各个委员会。 说明负责经济、环境、社会影响决策的委员会。 １５

APPENDIX

２０

索引
GRI

９

１８－２３

说明机构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ＳＯ３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的总数及百分比，以及所识别出的重大风险

２３

ＳＯ４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２３

产品责任
ＰＲ３

机构关于产品和服务信息与标识的程序要求的产品及服务信息种类， 以及需要符合这种信息要求的重要
产品及服务类别的百分比

４５

ＰＲ５

客户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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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在界定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所有实质性方面。

页码
商业伦理与诚信

５６

１９

２３

指标内容

９

ｂ． 说明机构如何应用“界定报告内容的报告原则”。

２１

指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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