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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阶段，北京银行全力保障各网点运营，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

北京银行员工在世园会现场提供金融服务。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之年，也是北京银行在新时代深化转型、加

快创新的重要一年。 一年来，北京银行坚持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

各项部署及监管机构工作要求，在经营业绩、管

理效能、风险防控、服务品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

提升，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0 年 4 月 27 日晚， 北京银行发布了

2019 年年报及 2020 年一季报， 向广大投资者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强化党建引领， 资产规模和经营效益稳健

增长。 北京银行坚决贯彻各项工作部署，扎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党建引领与业务发展双

提升。 截至 2019 年末，北京银行表内外总资产

达到 3.44 万亿元， 其中表内资产 2.74 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6.4%；贷款总额 1.45 万亿元，增幅

14.6%，存款总额 1.53 万亿元，增幅 10.3%。

2019 年， 北京银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

速创近四年新高： 全年实现净利润 216 亿元，

同比增长 7.2%； 营业收入 631 亿元， 增长

13.8%； 净息差 1.95%， 同比提升 7bp,成本收

入比 23.2%。 经营绩效保持上市银行优秀水

平。 2020 年一季度， 北京银行延续良好的发

展势头， 单季实现净利润 67 亿元， 增幅

5.26%，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完善公司治理， 资本实力和品牌价值全面

提升。 北京银行坚持以“轻资本、集约化、内涵

式”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2019 年末，北京银行资

本充足率为 12.28% ，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0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9.22%，三级资

本充足率较年初分别提升 21bp、24bp 和

29bp。 2019 年， 北京银行按一级资本在英国

《银行家》 杂志全球千家大银行中排名从上年

的第 63 位跃升至第 61 位， 连续六年跻身全球

百强银行。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品牌价值排行榜

中，品牌价值达到 549 亿元。 近日，北京银行与

首农食品集团通过资本融合，实现强强联手，共

同服务首都地方经济， 这是继 2019 年 12 月首

都两家优秀国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的又一

务实举措。 与此同时，在北京银行与 ING 签署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15 周年之际，双方一致同意

续签战略合作协议，加速推进与 ING 设立合资

银行事宜，中外合作谱写新篇章。

服务国家战略,业务网点和经营布局持续优

化。 聚焦首都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和实体经济发

展重点领域，全力服务北京“四个中心” 功能建

设、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北京地区

贷款较 2019 年初增长 673 亿元， 增幅 11.6%，

北京地区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积极参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重

大国家战略，持续完善区域布局，宁波分行、南

通分行获批开业，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在全

国范围内设立一级分行 14 家，二级分行 12 家，

全行开业分支机构总数达到 679 家， 服务覆盖

范围更加广阔。

加快零售转型， 市场份额和客户基础不断

夯实。 资产管理规模（AUM）突破 7000 亿元，

零售存款突破 3500 亿元，较年初增长 22.14%；

贷款规模超过 4400 亿元，增幅 22.39%，创近三

年来最好水平。 零售存款、贷款增量对全行贡献

均在 40%以上， 贷款余额占比首次突破 30%，

达到 30.76%。 零售存、贷款全国市场份额继续

保持双提升， 在 134 家城商行中规模均稳居榜

首。零售业务收入突破 200 亿元，利息收入同比

增长 31.6%；贷款不良率下降 0.03 个百分点，资

产质量继续保持上市银行领先水平。助力“美丽

乡村” 建设，升级“富民直通车” 服务体系，富民

卡累计发卡达 90 万张， 支持超过 1000 个特色

民宿院落建设，“千院计划” 目标提前完成。

巩固传统优势， 公司和金融市场业务创新

发展。 公司业务多措并举稳存增存，2019 年末，

人民币公司存款余额突破 1.1 万亿元，较年初增

幅 6.8%；推出企业手机银行 APP“京管 +” 2.0

版，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注册客户达 1.5 万

户；发行北京市首单扶贫票据、首单支持城市副

中心建设和 “北京特色” 夜间经济发展的

CMBN；推出“并购 +” 和“聚力 +” 品牌，创新

生态伙伴服务模式。 金融市场业务围绕 “高效

能、高转速、轻资本、轻平台” 的发展战略，持续

推进业务转型。 2019 年，公募 ABS 投资、证券

投资基金投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 21%、61%，标

准型、流转型资产占比持续提升。 轻资本业务快

速发展，黄金租借、公募基金托管规模较年初分

别增长 80%、44%。国际单证、结售汇、国内证及

福费廷等轻资本产品热销， 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13%。

重视普惠金融， 小微业务和惠民服务倍受

赞誉。 2019 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637 亿元，

增幅 26.52%， 高出全行贷款增速 11.89 个百分

点； 普惠小微户数突破 2 万户， 较年初增加

1834 户。 发放支小再贷款 1112 笔、金额 37 亿

元，加权平均利率 4.26%，有效支持北京地区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 入选人行营管部“京创通” 首

批 6 家试点银行， 托管全国首只地方 “纾困基

金” ，创新推出转贷款业务，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薄弱环节注入金融活水。 全年累计发放个人经

营性贷款超过 600 亿元，余额突破 1000 亿元，

有效解决小企业主融资难题。 加强惠民领域金

融服务，截至 2020 年一季末，“京医通” 项目已

覆盖北京 27 家三级及以上医院， 累计发卡

2831 万张，市属门诊预约率近 90%，成为北京

地区最主要的预约挂号入口， 极大方便了群众

看病就医。

坚持特色经营， 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比翼

齐飞。 科技金融方面，发布“北京银行科创板金

融服务方案” ， 支持科创板申请企业 48 家，累

计授信 85 亿元；升级“智权贷” 、加快“前沿科

技贷” 推广及“研发贷” 等新产品落地，制定

《北京银行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发展战略指导

意见》；科技金融创新模式获人民银行首次发布

的《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专题报道。 截

至 2019 年末， 科技金融贷款余额 1544 亿元，

较年初增速 6.2%。 文化金融方面，发布“文旅

贷” 金融服务行动计划、“创意设计贷” 及影视

全产业链专属产品“影视贷” ， 支持 《破冰行

动》《庆余年》及《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

国机长》“中国骄傲三部曲” 等优秀影视剧制作

发行； 荣获 “2019 中国文旅企业最佳服务银

行”称号，文化金融和文创专营支行获得充分肯

定；截至 2019 年末，文化金融贷款余额 640 亿

元，较年初增速 21.4%。 2020 年以来，围绕文化

企业受疫情影响现状， 为文化企业量身定制延

期、续期方案，推出“文旅餐饮振兴扶持专项计

划” ， 为文旅和餐饮企业提供不少于 100 亿元

专项信贷资金。 北京银行文化创客中心主动延

长入孵企业免费办公时间， 疫情期间举办线上

主题文化活动 12 场。

加大科技投入， 系统建设和业务发展深度

融合。 2019 年，北京银行加快科技业务融合，促

进转型发展。 持续迭代优化手机银行 APP4.0，

荣获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颁发的“最佳

手机银行奖” 。 线上用户突破 1000 万户，APP

用户同比增长 32%， 近五年年均增幅超过

50%；月活跃用户数（MAU）同比提升 98%，日

均启动次数提升 62%，客活水平显著提升；业务

线上交易替代率超 95%， 线下网点智能升级改

造比例超 97%。制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规划，

聚焦 “平台 + 数据” 、“敏捷 + 融合” 发展模

式，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2019 年，科技投入达到

18 亿元， 增幅 20%， 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3%，强化发展保障，助力业务转型。 提升智慧服

务供给能力， 推进金融科技能力应用图谱、“京

智 AI” 人工智能服务平台、 区块链 2.0 平台、

“风险滤镜” 2.0 建设， 成为首家将国产开源第

三代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应用在核心金融领域的

商业银行， 完成业内首个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模

型开发平台；完成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建设；成立

城商行首家金融科技子公司， 打造全行科技发

展新引擎，进军价值输出新蓝海。

提升资产质量， 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全面

加强。 持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前

瞻性授信准入机制，完善差异化风险管控机制，

持续加强融资平台、 产能过剩等重点领域的前

瞻预警和主动防控。 推进风控指挥中心三期项

目和“四项机制” 智慧风控 APP 项目建设，上

线“京行预警通系统” ，进一步提高前瞻性、智

能化风险防控水平。 2019 年末， 不良贷款率

1.40%，较年初下降 0.06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224.69%， 拨贷比 3.15%， 不良贷款生成率

0.93%，较上年大幅下降 57bp，风险抵御能力持

续增强。 截至 2019 年末，北京银行逾期贷款率

1.85%，较年初下降 0.12 个百分点，其中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已全部下调为不良。 逾贷比 （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为 59.87%，较

年初大幅下降 32.39 个百分点。

践行社会责任， 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共同

推进。 自成立以来，北京银行在赈灾扶贫、文化

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矢志不渝地推动公益事

业发展。 2019 年， 北京银行捐款超 1.3 亿元。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

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北京银行认真学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

神，迅速落实决策部署，推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金融服务的十大工作举措。推出“京诚贷” 、“赢

疫宝” 产品，专门服务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领域企业，截至 4 月

27 日,�累计为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领域及受困

小微企业提供信贷超 47 亿元， 办理续贷 15 亿

元，新增首贷客户 1275 户。向北京市属、区属医

院及部分在京医院、 援助武汉的北京市医疗队

和其他疫情防控前线人员提供现金或医疗物资

捐助， 合计超过 3000 万元； 发行 400 亿元抗

疫情主题小微金融债。 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 彰显首善银行的

责任与担当。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 是首都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的关键一年。 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宁

表示， 北京银行将继续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稳中求

进，坚决与监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同步同向，全力

服务首都发展，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持续创造良

好业绩，推动北京银行事业行稳致远。

北京银行员工支援社区，为住户测量体温并核实出入证。

北京银行以服务北京“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为

己任，推出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等特色品牌，服务科

技、文创类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北京银行建立了覆盖京津冀的 300 个“富民直通车” 金融服务站，打通农

村地区金融服务“最后一米” 。

2020年 4 月 27 日，北京银行发布 2019 年年报及 2020 年一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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