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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银行不良贷款数据

时间

不良贷款

余额（亿元）

不良

贷款率

拨备

覆盖率

2014

年四季度

8426 1.25% 232.06%

2015

年一季度

9825 1.39% 211.98%

2015

年二季度

10919 1.50% 198.39%

2015

年三季度

11863 1.59% 190.79%

2015

年四季度

12744 1.67% 181.18%

中信银行

去年底不良贷款率1.43%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信银行23日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 报告期内，

中信银行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411.58亿元， 比上年

增长1.15%；拨备前利润950.23亿元，比上年增长21.44%；实

现利息净收入1,04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3%；实现非利

息净收入407.01亿元，比上年增长35.78%。 报告期末，不良贷

款余额360.5亿元，不良贷款率1.43%，拨备覆盖率167.81%。

年报显示，该行各级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 其中，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1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17%，资本

充足率为11.87%。 资产总额达51222.9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3.76%；客户贷款总额25,287.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58%；

客户存款总额31,827.7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69%。 该行继

续保持互联网金融先发优势，2015年11月中信银行与百度公

司联合发起设立百信银行， 预计成为国内首家独立法人模式

的直销银行。该行资产托管业务保持领先，全年公募基金托管

总规模达7954.27亿元。

中信银行称，2015年该行联合集团下属公司投融资7000

亿元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储备项目超过200个，涉及24家

分行，融资金额超过4000亿元，与多个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 同时，中信银行持续加大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支持，储

备重点项目25个，发放贷款107亿元，涵盖基础建设、城镇化

建设和产业转移等重点领域，有效带动资产业务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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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上市银行

去年净利增长放缓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3月23日，共有9家上市银

行公布了2015年经营情况，其中平

安银行公布了年报， 其余8家银行

披露了业绩快报。 数据显示，9家银

行2015年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都实现增长，但增幅较2014年同期

明显收窄。

净利平均增长8.73%

Wind统计显示，上述9家上市

银行2015年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

润、 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都实现

了增长， 但增幅较上一年同期有所

收窄。

具体看，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

度最大的是南京银行， 增幅为

42.75%；其次是平安银行同比增长

31%。而增幅最低的为华夏银行，同

比增长7.21%。 这9家银行的营业收

入增幅简单平均值为22.62%；2014

年这9家银行营业收入简单平均增

幅为25.97%。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幅度最大的

为南京银行，增幅为28.04%；其次

是宁波银行为14.1%。 这9家银行营

业 利 润 增 幅 的 简 单 平 均 值 为

7.99% ，2014 年 这 一 数 据 为

14.64%。

从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幅度看，增幅最大的也是南京银行，

增幅为24.86%； 其次为宁波银行，

为16.31%。 这9家银行归属净利润

增幅简单平均值为8.73%，2014年

这一数据为14.82%。

不过，从每股收益看，银行都可

称得上是绩优股。每股收益最高的为

浦发银行，达到2.66元；其次是兴业

银行，达2.64元。 招商银行和南京银

行每股收益也在2元以上。有4家银行

的每股收益在1元以上2元以下。

过去一年9家银行的资产规模

和净资产都有明显增长。数据显示，

总资产增长最快的是南京银行，增

幅达到40.46%；增幅最小的为华夏

银行，为9.08%。 净资产增幅最大的

仍为南京银行， 增幅达到45.32%；

增 幅 最 小 的 为 招 商 银 行 ， 为

14.83%。

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看，

绝对值都比较高， 最高的为南京银

行，为19.39%。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从上述相关数据看，南京银行的

各项指标特别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最突出。 虽然南京银行还没有发布

2015年报， 但其2015年半年报相关

指标表现良好，从中可以看出推动其

业绩增长的基本因素是主动适应经

济金融发展新常态、深化改革创新转

型等。 特别是战略业务快速发展，如

小微业务、个人业务、消费金融、电子

银行、 资产管理等都获得了较快增

长， 直销银行注册客户数突破30万

户， 网上申贷平台即将上线，NFC手

机支付项目、“智能客服”启动建设。

另外，2015年上半年其完成了非公

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79.22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 有效补充了资本，为

该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宁波银行2015年净利润同比

增长16.31%。 各项存款比年初增长

16.04% ； 各项贷款比年初增长

21.72%；基本每股收益为1.68元，比

上年同期提高0.10元。 该行在业绩

快报中表示，2015年围绕 “拓展盈

利渠道，严控不良资产，升级营销模

式，加快人才培养” 四项重点工作，

各项业务推进顺利， 可持续发展能

力不断增强。

业内人士认为， 尽管9家银行

2015年业绩良好，但与2014年相比

仍有一些不足。这9家银行的净资产

收益仍保持较高水平， 但从同比变

化看，9家银行中有8家银行出现下

降， 只有南京银行同比增长0.39%。

上述9家银行2015年净利润增长幅

度也明显不如2014年。 另外，从不

良贷款比率看，9家银行中有8家出

现上升，只有南京银行下降。

平安证券近期发布的研报表

示，201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为

2.4%，较2014年末9.6%的增速水平

下降7.2个百分点。 该研报分析，

2015年以来多次降息对息差带来

的负面影响以及资产质量不断下行

的压力使得银行净利润增速再下台

阶。 从2016年来看，以上两方面因

素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 预计行业

整体净利润增速逐步逼近零增长。

银行拨备覆盖率动态调整呼声再起（主）

业内人士认为对贷款投放影响有限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动态调整的呼声由来已久。 现实情况是，已有多家中资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逼近“监管红线” 。 近日，有媒体报道7家上市银行拟动态调整拨备覆盖率，降至130%-140%不等。

券商分析人士认为，拨备覆盖率标准并非一成不变。 动态调节“以丰补欠” ，经济形势好时提高银行拨备要求提升抗风险能力，经济形势差时降低拨备标准避免银根紧缩。 拨备的释放可在短期“扮靓”银行

业绩，但长期来看对银行的贷款投放影响有限。 专家建议，未来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可考虑以设定过渡期的方式推进，尽量避免政策调整幅度过大带来不利影响，另外还应建立逆周期拨备覆盖率调节机制。

多家银行逼近监管红线

据了解，拨备覆盖率是指贷款损失准备对不良贷款的比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对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风险的防范能力。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红线”设定为150%，这意味着，当银行出现1

单位不良贷款时，商业银行应至少从利润中计提1.5单位拨备应对坏账风险。

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18%，较上季末下降9.62个百分点，较2014年末下降了50.88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此前发布的《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显示，2015年三

季度末，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5%，较2014年同期下降59.2个百分点。 部分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已经接近150%的监管红线。 其中，五大行拨备覆盖率为178.1%，较2014年同期下降66.4个百分点。 而工行、中行

跌破160%，分别为157.63%、153.72%；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9.2%，较2014年同期下降34.8个百分点。

已经披露2015年年报的平安银行，截至去年末的拨备覆盖率为165.86%，不仅较2014年末的拨备覆盖率200.90%大幅下降，更逼近监管红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银监会、财政部都曾提出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

化和差异化调整。 此外，从横向对比来看，相较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我国的银行业拨备覆盖率水平的确较高，而主流国家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中线在80%左右。

中国银行分析人士认为，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的下降对银行风险吸收能力将产生一定影响。应强化风险预警，加强开展对商业银行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找出“问题”银行，针对“问题”银行，差异性地调

整拨备覆盖率要求。 因此，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可考虑设定过渡期的方式推进，同时建立逆周期拨备覆盖率调节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包括拨备覆盖率在内的监管指标对于商业银行会有指导性作用，会影响其长期经营行为，监管指标的调整最好具有可预期性。 一般指标要保持基本稳

定，在宏观周期发生较大变化时，要作出机制性安排。

短期料影响银行净利

无论如何，拨备覆盖率一旦下调必将是银行业的一大利好。中信建投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称，利好主要体现在释放业绩上，将在短期内对行业构成利好。根据其测算，如果拨备覆盖率下调到120%，行业净

利润会提高9%左右；下调至100%，行业净利润提高16%左右。

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拨备覆盖率下降1个百分点可提升利润增速约0.5个百分点。 因此，在经济下行期，拨备计提压力大时，调整拨备覆盖率要求有利于提升净利润增速，平滑业绩波动。

有相关人士测算，如果将拨备覆盖率降至120%，可腾出利润空间7646亿元；如果按70%比例计入资本，可补充资本金5352亿元。 按10倍杠杆计算，可支持5.35万亿元左右的信贷规模。

连平认为，拨备覆盖率、拨贷比政策调整对银行业利润影响显著，适度降低拨备覆盖率，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银行业当前的经营状况。以150%的拨备覆盖率为基准线，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不良率每

提升0.1个百分点，将减少净利润增速2.3%。

不过，申万宏源分析人士指出，从银行内部业务流程看，拨备覆盖率的降低对贷款投放影响有限。 由于银行总行对分支行考核利润时，一般采用“五级分类按比例计提”或“内部评级预期损失”等理论上的

拨备计提方法，与实际计提口径有差异，因而对分支行放贷冲动影响有限。 总行层面通过控制核销规模，也可以调节拨备覆盖率。

计提拨备不敢轻言放松

券商人士表示，拨备覆盖率的改变仅仅是会计账面上的变化。少计提拨备不改变资产质量，不改变贷款最后的损失金额，改变的是对业绩的直观感觉。但是在分析业绩质量时，仍然会考虑拨备情况，而且多

出来的账面利润还会增加纳税。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认为，在经济上行及银行坏账下降的阶段，降低拨备覆盖率也许问题不大。 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不良率呈上升趋势，企业经营状况欠佳，降低拨备覆盖率就明显不利于银行保

持抗风险能力。 在推进去杠杆、去产能的同时，监管层非常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公开数据体现的不良贷款率现阶段已经很高，但如将被挪至表外的不良资产纳入统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真实水平可

能还会更高。 降低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或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需要在出台前深思熟虑。

尽管监管层或开“绿灯” ，但商业银行自身在应对不良风险、计提拨备方面不敢轻言放松。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预计，2016年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达到2.0%左右的水平。

民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邹恒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预计监管层动态调整拨备覆盖率还是针对几家大行，对中小银行的影响不大。“从数据看，中小行尤其是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即

便指标调整，银行该计提的还是会计提，不会为了释放利润而冒险。 ”

招商银行此前发布的2015年业绩快报显示，招行去年四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452亿元，环比下降15%，主要是非息收入放缓所致；单季净利润为91.5亿元，环比下降41%，这表明四季度拨备计提明显加大。

而平安银行2015年全年的拨备计提翻倍。 平安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该行拨备前净利增速达44%，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大增103%，信贷成本上升至2.67%(2014年为1.56%)，不良生成率达到2.74%(2014年为

1.29%)。 宁波银行2015年业绩快报显示，该行在去年四季度同样加大了核销力度，核销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公司拨备力度不减，拨贷比较去年三季度末提升22BP至2.85%，拨备覆盖率环比三季度提升至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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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拨备利好银行股

□本报记者 高改芳

日前， 监管部门拟降低银行拨备覆盖率的消息引起市场

关注。 部分券商认为，该项政策如落地将对银行构成利好。

熨平盈利波动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以银监会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假设

2016年新增不良贷款5000亿元, 新增不良若以100%计提拨

备，相较于150%的拨备覆盖率，将节省2500亿元的拨备。 拨

备覆盖率下降将为银行腾挪出更大利润空间。

举例来讲，拨备大致是银行对其发放的贷款预估损失。

如贷款100元，预估损失率是2%，在贷款总额上先把这个

预估损失2元提取出来，剩下“贷款净额” 98元，把该贷款

净额计入资产负债表。 所提取的2元预估损失， 会先存放

着，即拨备余额，等将来发生真实损失时用来核销。 当期预

估的2元损失，会在利润表中形成资产减值损失，这是一种

成本费用。

当这笔贷款真实发生损失时，只要真实损失不超过当时

的预估损失，只把预估损失核销即可。 比如，这笔贷款发生

了0.5元损失，只要在预提的2元拨备中核销0.5元即可。 核销

后，拨备余额只剩1.5元。 核销对当期利润表、贷款净额均没

有影响。

东方证券分析师王剑指出，对银行来说，拨备能够使其实

现以丰补欠，熨平盈利波动。在盈利较好的年份，多计提拨备，

导致当期利润下降；而在盈利不佳的年份，少提拨备，释放利

润。 最后会得到一张波动相对平稳的利润表。

利好银行板块

招商证券认为，2010年银监会下发 《关于加强当前重

点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拨备按照覆盖率150%

和拨贷比2.5%两者孰高要求执行，就是为避免银行掉入低

不良、高拨备覆盖率陷阱，对拨贷比要求进行硬性规定。 而

在拨贷比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再维持较高的拨备覆盖

率已无必要。 国际上，银行拨备覆盖率低于100%也是正常

现象。

业内人士表示，拨备覆盖率下调是大势所趋，该项调整去

年四季度已有传闻。 中行、工行2015年三季度末拨备覆盖率

只有153%和157%。如果拨备覆盖率要求不改变,按目前的不

良暴露速度，拨备支出将大幅增加。招商证券以中行为样本进

行敏感性测算，结果表明当拨备覆盖率要求下调至130%水平

时，即便2016年核销后的不良余额增加35%，也不会对净利

润构成额外负面影响。

拨备覆盖率属于逆周期监管指标。在经济上行期，银行业绩

高增长， 拨备覆盖率作为监管指标可以提高； 而在经济下行周

期，银行业绩增速回落，拨备覆盖率下调符合逆周期监管要求。

业内人士认为，拨备覆盖率下调将是银行业重大利好，主

要体现在释放业绩上。

银行拨备覆盖率适度下调有利改善经营状况

业内人士建议实施差异化动态调整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动态调整的呼声由来已久。 现实情况是，已有多家中资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逼

近“监管红线” 。 近日，有媒体报道7家上市银行拟动态调整拨备覆盖率，降至130%-140%不等。

券商分析人士认为，拨备覆盖率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形势好时提高银行拨备要求提升抗风险能力，

经济形势差时降低拨备标准避免银根紧缩。拨备的释放可在短期“扮靓”银行业绩，但长期来看对银行的贷

款投放影响有限。专家建议，未来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可考虑以设定过渡期的方式推进，尽量避免政策调整

幅度过大带来不利影响，另外还应建立逆周期拨备覆盖率调节机制。

多家银行逼近监管红线

据了解， 拨备覆盖率是指贷款损失准备

对不良贷款的比率， 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对贷

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风险的防范能

力。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红线” 设

定为150%，这意味着，当银行出现1单位不良

贷款时， 商业银行应至少从利润中计提1.5单

位拨备应对坏账风险。

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四

季度末，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18%，较

上季末下降9.62个百分点，较2014年末下降了

50.88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此前发布的《全球

银行业展望报告》 显示，2015年三季度末，上

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5%， 较2014年同期

下降59.2个百分点。部分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

已经接近150%的监管红线。 其中，五大行拨

备覆盖率为178.1%， 较2014年同期下降66.4

个百分点。 而工行、中行跌破160%，分别为

157.63%、153.72%；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为

189.2%，较2014年同期下降34.8个百分点。

已经披露2015年年报的平安银行，截至

去年末的拨备覆盖率为165.86%， 不仅较

2014年末的拨备覆盖率200.90%大幅下降，

更逼近监管红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银监

会、财政部都曾提出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

备制度：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

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

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

此外，从横向对比来看，相较于大多数国家而

言， 我国的银行业拨备覆盖率水平的确较高，

而发达国家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中线在80%

左右。

中国银行分析人士认为，拨备覆盖率监管

要求的下降对银行风险吸收能力将产生一定

影响。 应强化风险预警，加强开展对商业银行

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找出“问题” 银行，针

对“问题” 银行，差异性地调整拨备覆盖率要

求。 因此，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可考虑设定过

渡期的方式推进，同时建立逆周期拨备覆盖率

调节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陈道富认为，包括拨备覆盖率在内的监管指标

对于商业银行会有指导性作用，会影响其长期

经营行为， 监管指标的调整最好具有可预期

性。 一般指标要保持基本稳定，在宏观周期发

生较大变化时，要作出机制性安排。

若下调将提升净利

无论如何，拨备覆盖率一旦下调必将是银

行业的一大利好。中信建投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杨荣称，利好主要体现在释放业绩上，将在短

期内对行业构成利好。 根据其测算，如果拨备

覆盖率下调到120%，行业净利润会提高9%左

右；下调至100%，行业净利润提高16%左右。

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拨备覆盖率下降1

个百分点可提升利润增速约0.5个百分点。 因

此，在经济下行期，拨备计提压力大时，调整拨

备覆盖率要求有利于提升净利润增速，平滑业

绩波动。

有关人士测算， 如果将拨备覆盖率降至

120%， 可腾出利润空间7646亿元； 如果按

70%比例计入资本，可补充资本金5352亿元。

按10倍杠杆计算，可支持5.35万亿元左右的信

贷规模。

连平认为，拨备覆盖率、拨贷比政策调整

对银行业利润影响显著， 适度降低拨备覆盖

率，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银行业当前的经营状

况。以150%的拨备覆盖率为基准线，保持其他

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不良率每提升0.1个百分

点，将减少净利润增速2.3%。

不过，申万宏源分析人士指出，从银行内

部业务流程看，拨备覆盖率的降低对贷款投放

影响有限。 由于银行总行对分支行考核利润

时，一般采用“五级分类按比例计提” 或“内

部评级预期损失” 等理论上的拨备计提方法，

与实际计提口径有差异，因而对分支行放贷冲

动影响有限。 总行层面通过控制核销规模，也

可以调节拨备覆盖率。

稳健经营防范风险

券商人士表示，拨备覆盖率的改变仅仅是

会计账面上的变化。少计提拨备不改变资产质

量，不改变贷款最后的损失金额，改变的是对

业绩的直观感觉。 但是在分析业绩质量时，仍

然会考虑拨备情况，而且多出来的账面利润还

会增加纳税。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认为，在经济上行及银

行坏账下降的阶段，降低拨备覆盖率也许问题

不大。 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不良率

呈上升趋势，企业经营状况欠佳，降低拨备覆

盖率就明显不利于银行保持抗风险能力。在推

进去杠杆、去产能的同时，监管层非常重视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

或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不确定性，需要在出台

前深思熟虑。

尽管监管层或开“绿灯” ，但商业银行自

身在应对不良风险、计提拨备方面不敢轻言放

松。 业内人士预计，2016年上市银行的不良贷

款率将达到2.0%左右的水平。

民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邹恒超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预计监管层动态调整拨备覆盖

率还是针对几家大行， 对中小银行的影响不

大。 “从数据看，中小行尤其是城商行的拨备

覆盖率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即便指标调整，银

行该计提的还是会计提，不会为了释放利润而

冒险。 ”

招商银行此前发布的2015年业绩快报显

示， 去年四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452亿元，

环比下降15%， 主要是非息收入放缓所致；单

季净利润为91.5亿元，环比下降41%，这表明

四季度拨备计提明显加大。

而平安银行2015年全年的拨备计提翻

倍。平安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该行拨备前

净利增速达44%， 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同比

大增103%，信贷成本上升至2.67%(2014年

为1.56%)，不良生成率达到2.74%(2014年

为1.29% )。 宁波银行 2015年业绩快报显

示， 该行在去年四季度同样加大了核销力

度， 核销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公司拨备力度

不减，拨贷比较去年三季度末提升22BP至

2.85% ， 拨备覆盖率环比三季度提升至

310%。

商业银行监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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