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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公布 2021 年度业绩
净利润增长 23.2%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2021 年度业绩摘要（单位：人民币）
营收利润增速加快，经营效能显著提升
⚫

营业收入 3,312.53 亿元，同比增长 14.04%（H 股：营业净收入 3,314.07 亿元，同比增长
14.17%）
，重回两位数增长；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199.22 亿元，同比增长 23.20%，增速创近六年新高；

⚫

净利息收入 2,039.19 亿元，同比增长 10.21%；净利息收益率为 2.48%，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
点；

⚫

非利息净收入 1,273.34 亿元，同比增长 20.75%（H 股：非利息净收入 1,274.88 亿元，同比增
长 21.13%）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为 38.44%，同比上升 2.14 个百分点（H 股：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38.47%，同比上升 2.21 个百分点）
；大财富管理收入达 521.30 亿元，增长 33.91%，在营业净
收入中的占比接近 16%。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风险抵补能力增强
⚫

不良贷款总额 508.62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27.53 亿元；不良贷款率 0.91%，较上年末下降 0.16
个百分点；

⚫

不良贷款生成率 0.95%，同比下降 0.31 个百分点，公司贷款、零售贷款和信用卡贷款不良生成
额均实现同比下降；

⚫

拨备覆盖率 483.87%，较上年末上升 46.19 个百分点。

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资产规模稳健增长
⚫

资产总额 92,490.2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62%；贷款和垫款总额 55,700.34 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10.76%；

⚫

负债总额 83,833.4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86%；客户存款总额 63,470.7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2.77%；

⚫

零售贷款占比 53.64%，较上年末上升 0.33 个百分点；

⚫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011.00 亿元，较年初增长 18.22%，高于本公司整体贷款增速 7.19
个百分点。

注 1：除特别标示外，以上数据均为本集团口径数据，及以人民币为单位。
注 2：招商银行 A 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告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H 股财务资料如果与 A 股财
务数据不同，则另行标示。
注 3：大财富管理收入包括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托管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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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 ─ 招商银行（“招行”或“本公司”；上海：600036；香港：3968；连同其附属公司
合称“本集团”），今天公布 2021 年度业绩。
2021 年，本集团坚持“质量、效益、规模”动态均衡发展理念，以及“轻型银行”的战略方向和“一体两
翼”的战略定位，稳健开展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均较快增长，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资产质
量进一步优化。
一、 本集团总体经营情况
2021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312.53亿元，同比增长14.04%（H股：营业净收入3,314.07亿元，
同比增长14.17%）；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1,199.22亿元，同比增长23.20%；实现净利息收
入2,039.19亿元，同比增长10.21%；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273.34亿元，同比增长20.75%（H股：非
利息净收入1,274.88亿元，同比增长21.13%）；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和归属
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为1.36%和16.96%，同比分别上升0.13和1.23个
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92,490.2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62%；贷款和垫款总额55,700.34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76%；负债总额 83,833.4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86% ；客户存款总额
63,470.7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77%。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总额508.62亿元，较上年末减少27.53亿元；不良贷款率0.91%，较
上年末下降0.1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483.87%，较上年末上升46.19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4.42%，
较上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
二、本公司业务运作情况
2021年是本公司提出打造“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的元年。我们始终坚持“轻型银行”战略方向，积极
探索3.0经营模式，沿着“轻资本、弱周期”的方向，稳健开展各项业务，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1.

大财富管理业务模式优势凸显
核心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推动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截至2021年末，
本公司零售客户1.73亿户，较上年末增长9.49%，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户较上年末增长18.38%，
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107,591.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0.33%，增速创近六年新高；私人银
行客户达122,064户，较上年末增长22.09%，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为33,939.04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22.32%，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本公司客户融资总量（FPA）余额为48,987.14亿元 ，
较年初增长16.44%；资管业务总规模为4.3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92%。托管资产余额
19.4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25%，余额继续保持国内托管行业第二，增量居国内托管行业第
一。全年大财富管理收入达521.30亿元，增长33.91%，在营业净收入中的占比接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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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存款量增、质优、价降。本公司通过存款分类管理、考核引导、加大客户拓展力度等举措，
应对存款增长放缓压力，并推动存款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1年末，本公司客户存款总额
63,470.7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77%，在规模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客户存款利息支出仅增长
1.30%。报告期内，本公司核心存款日均余额50,031.80亿元，较上年增长18.35%，占客户存款
日均余额的87.26%，较上年提升5.13个百分点，低成本核心存款继续快速增长。活期存款日均
余额占客户存款日均余额的64.98%，较上年提升4.11个百分点。客户存款平均成本率1.41%，
下降0.14个百分点。
贷款结构不断优化。零售贷款持续平稳增长，占比继续提升，结构有所调整。2021年，本公司
零售贷款29,410.2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1.24%，在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本公司通
过小微贷款、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的增长带动了零售贷款的持续稳定增长。截至2021年末，
零售贷款占比56.00%，较上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2.

客群增长量质并举
本公司积极拓展“大客群”、搭建“大平台”。零售金融方面，响应国家共同富裕号召，充分发挥数
字化获客与服务优势，让财富管理飞入寻常百姓家。报告期内，本公司零售客户数1.73亿户，增
长9.49%；其中财富产品持仓客户数3,778.66万户，较上年末增长29.68%。招商银行App财富交
易客群中35岁以下客户的占比为52.21%。金葵花及以上客户、私人银行客户等中高端客群在高
基数之上继续快速增长。
批发金融方面，跟随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聚焦新动能、绿色经济、优质赛道制造业、区域优势特
色产业、产业自主可控等方向，扎扎实实提升客群质量，围绕核心企业及其产业链、投资链客户
打造生态化获客与经营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客户总数231.71万户，增加8.55万户；报告期
内，公司客户新开户38.16万户，贡献日均存款2,005.14亿元；对公价值客户较快增长，日均存
款50万元以上的新开户2.29万户，增量创出新高，对公收款活跃客户数和收款金额分别增长
16.20%和21.50%。同时，本公司分层经营和投商行一体化转型进一步深化，持续打造差异化竞
争优势。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行级战略客户数326户，自营存款日均余额9,791.45亿元，较
年初增长19.71%；分行级战略客户数6,874户，自营存款日均余额5,945.15亿元。报告期内，本
公司机构客户数4.31万户，增长3.86%，机构客户人民币存款日均余额9,675.70亿元，增长
5.82%。供应链业务升级为“全国服务一家”模式，累计服务222家核心企业，拓展16,149家供应
商。

3.

开放融合加强飞轮效应
零售“一体”飞轮方面，降低理财门槛，推出一分钱起购的零钱理财服务“朝朝宝”，打通客户日常
支付和理财增值需求，截至报告期末，购买“朝朝宝”的客户数达1,540.30万户，期末持仓金额
1,354.42亿元，其中，两年内首次购买理财的客户占比达51.70%。同时，深入推进借记卡和信
用卡的融合获客、融合经营，信用卡客户中同时持有本公司借记卡的“双卡”客户占比62.61%，较
上年末提升1.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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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飞轮方面，第一，批发与零售条线联动助力代发拓展，打造一站式企业数字服务通用
平台——薪福通3.0。2021年，薪福通3.0新增注册认证企业数33.90万家，新增代发企业14.81万
户，增幅16.42%。第二，探索公私融合的私人银行服务新模式，向私行客户及其背后企业提供
更多元的“人家企社” 综合服务。第三，充分协同做大做强托管规模，截至报告期末，新发公募基
金托管253只，托管规模4,068亿元，新发公募基金托管只数和规模均列市场第一。第四，聚焦资
本市场复杂业务需求，全年落地并购融资项目200个，实现并购融资业务发生额2,036.36亿元，
同比增长28.53%。
集团飞轮方面，报告期内，本公司为招银理财推荐债券资产1,983.97亿元，附属公司合计为本公
司贡献AUM 2.48万亿元，贡献FPA 7,804.45亿元；招银理财充分满足母行客户差异化的理财需
求，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2.78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3.47%；招银国际新增与本公司联动项目
122个，同比增长23%，领投项目开户率100%，跟投项目开户率77%；本公司与招商基金进一
步加强基金代销业务合作，截至报告期末，招商基金的非货币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行业排名跃升至
第七。
4.

科技驱动，升级客户服务能力
零售客户服务方面，持续提升“人+数字化”能力，经营模式从客户经理管户为主向“管户+流量”双
模式并进升级。报告期内，招商银行App和掌上生活App的MAU达1.11亿户，28个场景的MAU超
过千万。客户经理通过App连线功能与金卡、金葵花等客户建立线上经营关系，服务客户1,264
万户，同比增长35.52%；成交金额5,611.90亿元，同比增长18.76%。提升私人银行业务数字化
服务能力，家族信托立项周期缩短92%，线上下单占比达89%。
企业客户服务方面，全流程整合客户需求场景，不断提升运营体系的线上化、自动化水平。实现
仅需开户临柜一次、后续线上一站式办理常规业务，基础客户活跃率较年初提高5.27个百分点。
对公融资业务全流程线上化率达67.26%，较上年末提升28.41个百分点。
本公司持续深化科技架构转型，建立适应大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的数字科技体系。一方面，全面
推动云架构转型，主机上云和应用上云项目进度超过75%；数据中台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行
约四成的员工可以自助使用大数据，有力提高了员工工作效能。另一方面，持续加大AI与海螺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推动降本增效；AI智能客服、语音质检、智能审录等共实现人
力替代超过6,000人。

5.

稳健经营，风险管理全面覆盖
加快打造大财富管理模式下的“六全”风险管理体系，继续严把客户准入关，从严资产分类，加大
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对逾期贷款采取审慎的分类标准，不良贷款与逾期90
天以上贷款的比值为1.45，较上年末提升0.14。不良贷款生成率0.95%，下降0.31个百分点，公
司贷款、零售贷款和信用卡贷款不良生成额均实现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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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坚持稳健、审慎的拨备计提政策，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报告期，本集团信用减值损失
659.62亿元，同比增长1.68%。贷款和垫款信用减值损失370.20亿元。考虑到全球疫情、国内外
经济形势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较多，前瞻审慎地增提损失准备，其他类别资产信用减值损失合计
289.42亿元。部分类别资产信用减值损失同比有所增加，以提升风险抵补能力。积极处置不良资
产，全年共处置500.34亿元，其中常规核销235.80亿元，清收131.63亿元。
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业务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持续强化风险排查和预警
管理，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房地产业务方面，继续实施“控制总量、聚焦客户、聚焦区域、
调整结构、严格管理”的总体策略，及时进行了全覆盖风险排查。截至2021年末，本公司承担信
用风险的房地产业务客户结构保持良好，其中，高信用评级客户余额占比86.62%。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业务方面，优选区域、强调自偿，秉承商业化原则开展业务。本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广
义口径风险业务余额2,616.81亿元，不良贷款率0.63%。后续，本公司将继续做好重点领域风险
防控，保持资产质量总体稳定。。
三、展望未来
展望 2022 年，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经济
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此环境下，本公司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始
终坚持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干部队伍人才的稳定性的“三个不变”，
坚守“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价值观，不断强化战略执行，将提升“财富管理、金融科技、
风险管理”三个能力和 3.0 模式作为贯穿“十四五”的主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
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具体经营策略如下：一是继续坚持模式转型，着力财富管理能力建设。二是继
续坚持创新发展，着力金融科技能力建设。三是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四
是继续坚持开放融合，着力“投商私科”一体化服务。五是继续坚持支持实体经济，着力履行社会责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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