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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和 2021 年一季报显

示，该行各项业务稳健增长，战略转型成效显著，成为首家总

资产突破 3 万亿元的城市商业银行。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复

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北京银行始终牢记“服务首都经济、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百姓” 的初心，继续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坚守

风险底线，在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向广大投资

者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业绩答卷。

正如北京银行董事长张东宁所言，2021 年，北京银行将

在新的起点上踏浪前行。 资产规模和盈利将稳步提升，成为

首家资产规模突破 3 万亿的城商行； 零售占比将显著提升，

为更多客户创造财富价值；特色金融将更加彰显，为首都“四

个中心”建设提供优质服务；资产质量将持续优化，化解包袱

轻装前行；区域布局将更加优化，重点向优势区域注入金融

资源；科技投入将不断加大，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不竭动力。 有

决心、有信心，在新的一年创造转型发展的新业绩。

总资产突破 3 万亿元

盈利步入加速修复通道

张东宁介绍，2020 年，北京银行实现了规模效益的稳健

增长。 年末总资产 2.9 万亿元， 增长 6%； 实现拨备前利润

494 亿元，增幅 3.2%。 北京地区贷款增长 800 亿元，被誉为

“首都银行业稳企业保就业的主力军” 。 在艰难的条件下，营

业收入、净利润均保持了正增长，成本收入比 22%，经营业绩

和管理绩效稳中向好。

今年以来， 北京银行坚持以稳健经营融入新发展格局，

成为首家总资产突破 3 万亿元的城市商业银行。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北京银行表内总资产 3.03 万亿元，规模保持城

商行“领头羊” 地位，存款总额达到 1.69 万亿元，贷款总额

达到 1.63 万亿元。

规模增长稳中提速的同时，业务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张

东宁称，2020 年，北京银行实现了经营转型的显著提升。 全

年贷款增速 8%，高于资产增速，其中个人贷款增速 14%，零

售利润占比持续增长，加快了向零售转型的脚步，科技金融、

文化金融特色业务占公司贷款 25%， 普惠金融贷款增长

30%。 这些指标的显著优化，折射出北京银行脚踏实地、深耕

实体、下沉客户、回归本源的业绩导向。

截至 2020 年末，北京银行贷款余额 1.57 万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8.4%。 负债总额 2.68 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5.96%；存款余额 1.64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存款在总

负债中的占比为 61.12%，较上年末上升 0.64 个百分点，负债

来源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盈利情况方面，2020 年，北京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643 亿

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息净收入 516.05 亿元，同比增

长 3.46%，主要由生息资产规模扩张带动。 2020 年，利息净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80.25%， 较 2019 年同期提升 1.25 个

百分点。 报告期内， 利息收入 1125.53 亿元， 同比增长

1.36%。利息收入结构中，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是最重要组成

部分。 2020 年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 709.55 亿元，同比增长

8.38%，带动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占比的进一步提升。

2020 年， 该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4

亿元，同比增长 0.2%。 在疫情冲击、主动让利等因素叠加影

响下，经营绩效在上市银行中继续保持较好水平。 2020 年，

北京银行品牌价值达 597 亿元， 位居中国银行业第 7 位；一

级资本在全球千家大银行位居第 62 位， 连续七年跻身全球

百强银行。 伴随经济复苏加快，北京银行盈利步入加速修复

通道，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98 亿

元，同比增长 3.46%。

此外，北京银行坚持以服务实体助推金融市场业务提质

增效，轻资本业务快速发展，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末， 北京银行金融市场管理业务规模 2.4 万亿

元，货币市场交易量 38 万亿元，全国市场占比 3.5%，创利同

比增长 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 24.6%。

在金融市场业务经营方面，一是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投

资京津冀地区重点项目、地方债规模同比增长 18.4%；再贴

现业务开展规模位列北京地区金融机构榜首； 发布 “惠转

贷” 转贷款品牌，累计落地转贷款业务 150 亿元，通过转贷

款、再贴现等产品累计服务小微企业 4,300 余户，为客户节

约利息支出 1.6 亿余元。 二是加快转型创新。 首批参与银行

间债券市场“夜盘交易” ，获得全国首批利率期权资格，落地

全国首批利率互换期权、 人民币非美货币对 ESP 交易等创

新业务，推出标准化票据、FOF 专户托管等创新产品。 三是

加强客群建设。客户规模较年初稳步增长，与 70 余家金融机

构签订债券借贷交易主协议，交易规模处于市场前列。

担当稳企业保就业“主力军”

服务首都“主场优势” 凸显

作为城商行而言，立足地方和深耕小微是优化金融服务

的重要切入点， 服务当地小微企业也是城商行的优势所在。

北京银行坚持以深耕普惠小微践行初心使命，担当“首都银

行业稳企业保就业的主力军” 。 2020 年，该行首批入驻“北

京市首贷服务中心” ，累计首贷支持小微企业 4687 户、金额

642.6 亿元。 截至 2020 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929 亿元，

同比增长 30.4%，2021 年一季度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进一

步增长至 1072 亿元，同比增长 43%。

作为扎根首都的银行，北京银行深知名字中“北京” 二

字的分量和意义。 年报数据显示，从营业收入地区分布来看，

报告期内，北京地区营业收入占比为 67.65%，为营业收入来

源的最核心区域。

在首都金融市场，北京银行充分发挥“主场优势” ，推动

信贷资源向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临空经济区、冬奥会场馆

建设等重点领域倾斜。 2020 年年内累计承销京津冀地区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 838 亿元， 累计投放京津冀项目银团贷款

271 亿元，并购贷款 24 亿元，全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北京银行聚焦“两区” 建设，举办“自贸新片

区、金融新征程” 北京自贸业务论坛，发布北京自贸区金融服

务方案，高效服务自贸区内企业。 截至 2020 年末，北京地区

贷款余额 7536 亿元，同比增长 800 亿元，增幅 12%，立足北

京、服务首都的“主场优势”更加凸显。

尤为重要的是，北京银行坚持特色立行，推出了多项特

色服务满足首都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该行依托首都“四

个中心”区位优势，持续打造科技、文化、绿色金融品牌，首家

设立中关村分行、 成立全国首家文化金融服务专营机构、首

批获准开展“投贷联动” 试点，形成了涵盖客户全生命周期

的特色金融产品体系。 升级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产品 “智权

贷” ，研发文化产业园区专属信贷产品“文园贷” ，参加文化

产业园区授牌活动并发布“京彩文园” 文化产业园区专属金

融服务方案，支持《夺冠》《金刚川》《紧急救援》等多部优

秀影视作品。

截至 2020 年末，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 1614 亿

元，文化金融贷款余额 675 亿元，两大特色金融业务占公司

银行贷款比重 25%，占总贷款比重 15%。 北京银行表示，未

来将巩固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等特色业务优势并抢抓“碳中

和” 、“碳达峰”等政策机遇，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全力打

造特色金融服务品牌。

作为首都金融企业，北京银行将牢牢把握国家和北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期，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机制

的现代化，大幅提升全行科技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产

品服务能力，建成客户体验极佳、服务特色鲜明、业务结构优

质、经营管理高效，并且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国内具

有显著竞争力的精品上市银行，稳步从“百强银行”迈向“百

年银行” 。

同时，北京银行将紧紧围绕首都发展，统筹谋划、分类施

策优化北京地区网点布局，聚焦首都城市建设、科技、互联网

信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文化、旅游、教育、民生、体育、健

康医疗、绿色金融等社会发展重点，通过场景拓展与生态互

联，打造首都“方案银行” 。

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北京银行信贷资源将进一步向首都

市场倾斜，服务首都“四个中心” 战略定位和“两区三平台”

重点部署，进一步拓展首都广阔市场空间。

“双引擎” 提质发力

公司零售业务并重转型

北京银行行长杨书剑在 2020 年年报暨 2021 年一季报

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北京银行业务结构要由以公司为主向公

司零售并重转型。 聚焦客户体验提升，通过科技引领和数据

驱动打造零售业务增长的二次曲线，力争用 5 年时间将零售

利润占比提升至 50%，实现公司零售业务均衡发展。

风物长宜放眼量。 近年来，北京银行持续推动零售业务

战略转型。比如，深入打造“智慧金融”“惠民金融”“财富金

融” 三大特色品牌，不断增强服务实体、服务民生能力，促进

业务发展提质增效， 推动零售业务规模与盈利贡献显著提

升。 凭借零售转型的显著成效，2020 年北京银行蝉联《亚洲

银行家》“中国最佳城市商业零售银行”奖项。

从数据上看，截至 2020 年末，北京银行管理的零售客户

资产达到 7748 亿元，较年初增长 612 亿元；存贷款占比分别

较年初提升 0.96 和 1.56 个百分点，储蓄存款规模达到 3925

亿元，较年初增加 404 亿元，增幅 11.5%；零售贷款规模达

5050 亿元，较年初增加 623 亿元，增幅 14.1%。 同时，北京银

行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客群实现高质量增长，全行零售客户

达 2357.9 万户，较年初增长 163.7 万户，增幅 7.4%；移动用

户突破 1000 万户，其中手机银行 APP 客户达 845 万，同比

提升 39%；信用卡新增客户同比增长 66%。

盈利能力也随之大幅提升。 2020 年北京银行零售营业

收入 142 亿元， 同比增幅 8.1%； 中间业务收入结构持续优

化，财富管理类业务收入同比增幅 21%。截至报告期末，个贷

不良率 0.41%，继续保持行业较低水平。

2021 年一季度，北京银行零售转型继续稳步向前，京彩

生活 APP6.0 上线，服务质效和客户体验不断提升，AUM 迈

上 8000 亿元台阶， 零售利润贡献占比较年初提升 3.4 个百

分点，零售中间业务净收入同比增长 55%，基金手续费收入

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未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北京银行零售银行业务仍有较

大成长空间。 北京银行将充分发挥在首都民生领域的资源优

势，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获客渠道，强化公司联动，实现零售

客户数量、零售贷款、零售资产管理规模（AUM）、手机银行

月活量等指标的快速增长，全面提升零售业务市场占有率和

利润贡献度。

不仅如此，公司、零售业务并重的“双引擎” 也在持续拉

动北京银行稳健发展。 从年报中可以看到，机构业务“护城

河” 更加稳固。北京银行坚持以“客户倍增”推动公司业务做

优做强，年新增客户首次突破 1 万户。 2020 年，北京银行狠

抓“公司客户倍增” 计划实施，通过做大做实客群基础带动

存贷款规模高质量增长， 年末本外币公司存款规模达到

12375 亿元，较年初增长 5.9%；全行公司有效客户数量 13.6

万户，较年初增长 8.1%，客户增长首次突破 1 万户。

与此同时，北京银行深耕财政、社保、医保、税务、教育、

医疗、工会、公积金等八大机构业务场景，成功开立北京市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账户，实现社保业务新突破；公私联动

推进“智慧教育” 场景建设，“校园缴费” 产品在 57 家院校

机构落地。 加快交易银行门户建设，推出“银企户联” APP、

“银企慧联” APP，提高银企交互效率，打通银企沟通“最后

一公里” ；积极打造供应链金融生态圈，推出全系列线上贸易

融资产品“京 e 证 + 京 e 贴 + 京信链” ，形成“证、票、链”

有机融合。 投行业务量质双升，银团业务市场排名保持城商

行首位， 截至 2020 年末， 累计牵头银团项目组团规模

746.07 亿元；加强债券“承销 + 投资” 联动，落地中信银行

400 亿元二级资本债承销业务、华兴银行标准化票据承销和

投资业务，带动轻资本转型。

以科技赋能驱动数字化转型

打造中小银行数字金融典范

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新赛道。 北京银

行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实现银行传统业务的渐进式改良和新

兴业务的迭代升级，力求在变革中谋得先机，打造中小银行

数字金融典范。

张东宁介绍，2020 年，北京银行实现了科技建设的持续

增强。 年内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 3.4%，未来还将持续提升。

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在前期大量硬件投入的基础上，开始投入

运行。金融科技公司经历了初创探索期，逐渐发挥作用。行内

科技架构变革开始发力，确立了十大“京匠工程” ，推出了金

融创新实验室。 以手机银行 APP 优化为亮点， 加快数字化

转型的脚步。 “时不我待， 我们要尽快追赶同业科技领先的

脚步。 ”

从具体做法上看，北京银行坚持以科技赋能驱动数字化

转型，持续增强科技能力建设。 持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强化

科技赋能作用，充分凝聚各项科技力量，共同支撑业务高质

量发展。 在产品、服务，乃至组织、流程、管理机制等领域积极

探索创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业务，深入推进数字化转

型，通过迭代和创新持续加强场景拓展与生态互联，积极构

建数字化银行发展模式。

同时，北京银行通过变革组织架构，持续优化全行科技

资源配置，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数字化转型工作中的职能分

工，探索形成了“1+3+1” 的高效协同科技治理格局，进一步

凝聚起全行数字化转型的合力，全方位打造“数字京行” ，正

式形成了信息科技管理部、软件开发中心、系统运营中心“一

部两中心”的信息技术条线架构。

2021 年一季度， 北京银行进一步启动科技创新提升

“211” 工程。 在全行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科技赋能的体系日

渐强大、数字化转型的格局更加完善，为北京银行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行科技工作将继续以

创新提升科技引领能力为导向，坚持“安全与发展、创新与风

控、效率与质量”三个并重，锤炼科技赋能的“硬实力” 、完善

数字金融的“生态圈” ，开辟数字化转型“新动力引擎” ，推

进科技工作迈上新台阶。

此外， 还将持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 强化科技赋能作

用， 充分凝聚各项科技力量， 共同支撑业务高质量发展。

在产品、 服务， 乃至组织、 流程、 管理机制等领域积极探

索创新模式， 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业务， 深入推进数字化转

型， 通过迭代和创新持续加强场景拓展与生态互联， 积极

构建数字化银行发展模式。

资产质量平稳可控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张东宁表示，2020 年，北京银行实现了风险管理的全面

加强。 年末不良贷款率 1.57%，拨备覆盖率 216%。 数字的背

后，是加大风险处置力度的坚定决心。 面对市场高度关注的

大额风险问题，北京银行在管理机制上全面优化，在处置力

度上显著加强。 目前，关注贷款率显著下降，增量风险有效遏

制，存量风险加快出清。“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新的一年实

现资产质量的显著提升。 ”

从具体措施来看，北京银行强化了风险排查监测，建立

资金流向跟踪、重点领域监控、潜在风险化解等授信后管理

台账，加强重点业务环节、重点投向行业、重点化解项目的风

险监控；加大全口径风险监测排查深度、广度与频度，针对性

开展年度授信业务大检查，滚动部署各类专项排查，全力防

范化解潜在风险。 同时，加强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严格风险偏

好管理，明确大额授信的准入要求；坚持“控大额、控累加、控

占比、控限额” 的管理要求，严格落实贷前、贷中、贷后和风险

化解责任。

截至 2020 年末，北京银行拨备覆盖率 215.95%，拨贷比

3.38%；关注贷款率 1.14%，较年初下降 0.11 个百分点。 伴随

增量风险有效遏制、存量风险加速出清，北京银行资产质量

持续向上修复，2021 年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 1.46%，较年初

下降 11BP，拨备覆盖率 226.03%，较年初上升 10.08 个百分

点，拨贷比 3.3%，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继续保持了较强的风

险抵御能力。

与此同时，资本基础持续夯实。 2020 年末，北京银行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9.42%、10.28%及 11.49%，均满足监管达标要求。 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提升 20 个基点， 在无外源性资本补充

的情况下，通过逐步压降资本耗用，连续三年实现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提升，提高风险抵御和业务发展保障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数字化风控能力显著提升，北京银

行全面风险管理得到加强。 2020 年， 该行持续加大系统研

发、建设力度，依托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手段，不断增强风险的

精准识别、有效防控和及时化解能力；完成财务预警系统项

目一期建设， 上线智慧风控 APP， 深化京行预警通 APP 应

用，完成全面风险预警系统一期建设，全面提升自动化预警

管理能力。

展望未来，北京银行表示，风控合规管理将达到新水平。

将进一步树立审慎稳健经营理念， 增强风险意识与合规意

识，科学确立风险偏好与发展战略。 持续打造与城商行定位

相契合、与自身风控能力相适应、与客户金融需求相贴合的

发展方向和模式。 全面提升风控智能化水平，保证资本充足、

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等指标满足监管要求。

2021年 4月 29日，北京银行发布 2020年年报暨 2021年一季报。

-CIS-

北京银行总资产突破 3万亿元

规模效益稳健增长 服务首都质效提升

2020 年 9 月 5 日， 北京银行特色金融服务展区亮相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在北京银行总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在智能电子银行体验区

为客户介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