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中期業績新聞稿

招商銀行公布 2021 年中期業績
質量、效益、規模均衡發展 「三位一體」的 3.0 模式闊步前行

2021 年中期業績摘要（單位：人民幣）
資産質量穩步提升
⚫

不良貸款率 1.01%，較上年末下降 0.06 個百分點；

⚫

關注貸款率 0.70%，較上年末下降 0.11 個百分點；

⚫

撥備覆蓋率 439.46%，較上年末上升 1.78 個百分點。

經營效益持續向好
⚫

營業淨收入 1,688.30 億元，同比增長 13.95%（A 股營業收入：1,687.49 億元，同比增長
13.75%）
；

⚫

淨利息收入 993.41 億元，同比增長 9.32%；淨利息收益率爲 2.49%，同比下降 0.01 個百分
點；

⚫

非利息淨收入 694.89 億元，同比增長 21.29%（A 股：非利息淨收入 694.08 億元，同比增長
20.75%）
；非利息淨收入占比爲 41.16%，同比提高 2.49 個百分點（A 股：非利息淨收入占比
爲 41.13%，同比提高 2.38 個百分點）
。

⚫

歸屬于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611.50 億元，同比增長 22.82%。

業務規模量質并舉
⚫

零售客戶穩步增長，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戶 343.66 萬戶，較上年末增長 10.79%；

⚫

私人銀行業務快速發展，私人銀行客戶 111,947 戶，較上年末增長 11.97%；管理的私人銀行
客戶總資産 31,292.47 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12.78%；

⚫

客戶存款高質量增長，存款結構持續優化，核心存款餘額 50,352.63 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6.89%，高于客戶存款整體增速；活期存款日均餘額占比 65.45%，較上年提高 4.59 個百分
點。

注 1：除特別標示外，以上數據均爲本集團口徑數據，及以人民幣爲單位。
注 2：招商銀行 H 股的 2021 年中期財務報告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 A 股財務資料如果與 H
股財務數據不同，則另行標示。

2021 年 8 月 13 日 ─ 招商銀行（「招行」或「本公司」；上海：600036；香港：3968；連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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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今天公布 2021 年中期業績。
2021 年上半年，本集團始終堅持「質量、效益、規模」動態均衡發展理念，以及「輕型銀行」
的戰略方向和「一體兩翼」的戰略定位，穩健開展各項業務，營業淨收入穩步增長，利潤增
速較快，資産負債規模穩健增長，資産質量總體穩定。
一、本集團總體經營情况
2021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營業淨收入1,688.30億元，同比增長13.95%（A股：營業收入
1,687.49元，同比增長13.75%）；實現歸屬于本行股東的淨利潤 611.50億元，同比增長
22.82% ；實現淨利息收入993.41億元，同比增長9.32% ；實現非利息淨收入694.89億元，同
比增長21.29%（A股：非利息淨收入694.08億元，同比增長20.75%）；歸屬于本行股東的平
均總資産收益率(ROAA)和歸屬于本行普通股股東的平均淨資産收益率(ROAE)分別爲1.42%和
18.06%，同比分別上升0.13和1.12個百分點。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資産總額88,858.86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27% ；貸款和墊款總額
53,829.98億元，較上年末增長7.04% ；負債總額81,243.18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46% ；客
戶存款總額59,801.65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25%。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不良貸款總額545.42億元，較上年末增加9.27億元；不良貸款率1.01%，
較上年末下降0.06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439.46%，較上年末上升1.78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
4.45%，較上年末下降0.22個百分點。
二、本公司業務運作情况
報告期內，本公司持續推進輕型銀行轉型，積極探索數字化時代的3.0模式，在業務、科技和
文化方面持續創新，打造大財富管理的業務模式、數字化的運營模式和開放融合的組織模式。
1.

大財富管理業務模式輪廓初顯
拓展大客群，夯實大財富管理基礎。報告期內，本公司進一步聚焦優質重點客群强化獲客，
零售客戶實現高質量增長。零售客戶1.65億戶（含借記卡和信用卡客戶），較上年末增長
4.43%，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戶（指在本公司月日均總資産在5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戶）
343.66萬戶，較上年末增長10.79% ；管理零售客戶總資産餘額99,850.38億元（月日均口
徑，報告期末時點規模突破10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1.67%，其中管理金葵花及以上
客戶總資産餘額82,206.64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1.91%，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戶總資産餘額
的82.33%。私人銀行客戶（指在本公司月日均全折人民幣總資産在1,000萬元及以上的零
售客戶）111,947戶，較上年末增長11.97% ；管理的私人銀行客戶總資産31,292.47億元，
較上年末增長12.78% ；戶均總資産2,795.29萬元，較上年末增加20.02萬元。日均存款50
萬元以上的公司客戶達21.77萬戶，較上年末增加1.83萬戶，增幅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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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加快轉型。本公司以投商行一體化服務理念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加快公司客戶服
務 轉型 ，并 取得 了一系 列成 果。 截至 報告期 末， 本公 司客 戶融資 總量 （ FPA） 餘額
46,005.82億元 ，較年初增加3,934.62億元。
資産托管業務保持優勢。托管資産餘額18.23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3.58%，餘額繼續保
持國內托管行業第二，增量居國內托管行業第一（銀行業協會統計數據）。報告期內，本
公司實現托管費收入28.36億元，同比增長30.15%，托管費收入排名行業第三，較上年提
升一位（銀行業協會統計數據）。
資産管理業務市場領先。截至報告期末，理財産品餘額（不含結構性存款）2.64萬億元，
較上年末增長7.76%，居市場第一。其中，新産品（符合資管新規導向的理財産品）餘額
2.13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28.31%，占理財産品餘額的80.68%，較上年末提高12.92個百
分點。
淨手續費及傭金收入顯著增長。報告期內，在大財富管理價值循環鏈的帶動下，本集團管
理客戶總資産保持較快增長，并帶動投資管理、資産托管、投資銀行等業務同步運轉，財
富管理收入、資産管理收入、托管費收入實現多點開花，協調發展。此外，客戶經營的深
化和大財富管理協同效應的增强，也爲貿易融資業務、國際業務、供應鏈金融等帶來了新
的增長機遇。本集團實現非利息淨收入694.08億元，同比增長20.75%，在營業收入中占
比41.16%，同比上升2.49個百分點（A股：在營業收入中占比41.13%，同比提高2.38個百
分點）。本集團非利息淨收入中，淨手續費及傭金收入522.54億元，同比增長23.62%，
在非利息淨收入中占比75.20%，同比上升1.42個百分點（A股：非利息淨收入中占比
75.29%，同比上升1.75個百分點）；其他淨收入171.54億元，同比增長12.77%。本集團
淨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中，從重點項目來看：財富管理手續費及傭金收入206.12億元，同比
增長33.60%，其中，代理基金收入67.19億元，同比增長39.75%；代理保險收入55.59億
元，同比增長32.51%；代理信托計劃收入45.28億元，同比增長23.85%；代銷理財收入
1 28.74億元，同比增長32.56%；代理證券交易收入7.57億元，同比增長66.39%；代理貴

金屬收入1.75億元，同比增長19.86%。資産管理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248.60億元，同比增
長37.60%。托管費收入28.57億元，同比增長29.80%。銀行卡手續費收入93.96億元，同
比下降0.23%。結算與清算手續費收入72.77億元，同比增長14.38%。
2.

數字化運營模式紅利初步釋放
報告期內，招商銀行App和掌上生活App的MAU達1.05億戶，19個場景的MAU超過千萬；
招商銀行App理財投資客戶數1,563.92萬戶，同比增長29.17%；招商銀行App的理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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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銷理財收入是本集團銷售銀行理財産品獲得的與銷售服務相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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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管理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主要包括子公司招商基金、招銀國際、招銀理財和招商信諾資管發行和管理基金、理財、
資管計劃等各類資管産品所獲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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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金額6.12萬億元，同比增長26.85%。企業財資管理雲平台（CBS）服務客戶數12.15
萬戶，同比增長44.13%，交易筆數1,749.75萬筆，同比增長70.26%；發票雲簽約客戶數
31,932戶，較上年末增長183.64%。
3.

開放融合組織模式邁向縱深
報告期內，本公司深化場景建設與客戶運營，打通G2B2C服務鏈，政務便民場景新增241
個；同時搭建開放的産品平台和運營平台，發揮網絡效應，其中，啓動「招陽計劃」，搭
建潜力基金經理成長平台，并有55家合作夥伴入駐招行App直接服務客戶。招行充分發揮
多牌照服務的優勢，在市場首批發行的9個項目中實現招銀理財投資全覆蓋、托管拿下7個、
代銷拿下7個、底層項目并購貸款投放2個的業績。招行持續打造開放融合的組織，通過寬
崗機制實現客戶綜合服務。「開放、融合、平視、包容」的輕文化日益深入人心。

三、可持續發展
1.

綠色金融持續用力
報告期內，本公司在穩步推動公司貸款投放的同時，積極順應國家政策導向持續深化綠色
金融。截至報告期末，綠色貸款餘額32,387.43 億元，較年初增加 301.55 億元。債券承銷
業務方面，本公司積極響應國家節能减排要求，支持鄉村發展建設，助力 15 家企業發行
226.15 億元綠色債券，其中，本公司主承銷規模 95.36 億元，有力支持了環保低碳企業的
直接融資。

2.

積極支持産業升級
報告期內，本公司關注優質製造業、涉農等領域的貸款組織與客戶服務，有效優化公司貸
款結構，同時積極關注國企混改、上市公司再融資、資本市場私有化等業務機會，嚴格按
照監管指導意見管控房地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等領域的貸款投放。戰略性新興産業貸款
餘額 1,937.85 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223.70 億元，占公司貸款總額的 10.67%。

3.

提升普惠金融覆蓋面和支持力度
普惠金融方面，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普惠型小微企業客戶數 62.02 萬戶，較年初增長
32.09%；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 4 5,751.83 億元，較年初增加 667.22 億元，增幅
13.12%，較本公司整體貸款增速高 6.19 個百分點。報告期內，本公司新發放普惠型小微
企業貸款 2,343.72 億元，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 4.79%，同口徑較上年下
降 21 個基點，有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本公司致力于升級供應鏈業務模式，推動供應鏈
金融從單純的融資服務向綜合金融生態延展，核心客戶及其上下游供應鏈客戶分別同比增
長 98.22%和 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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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民銀行綠色貸款專項統計制度統計，幷對年初數進行同口徑調整。

4

按照中國銀保監會“兩增兩控”考核口徑，單戶授信 1,000 萬元以內的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經營性貸款+小
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爲全折人民幣境內口徑，與往期口徑比，本期不含票據融資，相應調整期初可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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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未來
2021 年下半年，隨著新冠疫苗覆蓋率進一步提升，疫情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將逐漸减弱，全球
經濟復蘇有望加速，生産不斷恢復，服務業持續回升，各經濟體將梯次進入加速復蘇階段。
中國經濟下半年也將保持復蘇態勢，GDP 同比增速向潜在水平回歸。
面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大財富管理競爭格局，本公司將繼續朝著 3.0 模式堅定前行，以滴
水磨杵之功建設關鍵能力，打造核心競爭力。具體策略如下：一是推進服務模式升級，提升
大財富管理的客戶價值創造能力。二是加速客戶結構調整，提升大財富管理的資産和産品組
織能力。三是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守護大財富管理生態安全。四是提升數字化能力，完善大
財富管理體系的科技建設。五是提升開放融合能力，加快組織文化進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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