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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公布 2012 年中期业绩
二次转型取得良好成效
净利润同比上升 25.68%至人民币 233.77 亿元
2012 年中期业绩摘要


营业收入人民币 571.19 亿元，同比增加 24.02%（H 股：营业净收入 572.61 亿元，同比增加 23.89%）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233.77 亿元，同比增加 25.68%



归属于本行股东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币 1.08 元，同比增加 25.58%



净利息收益率为 3.11%，同比增加 0.12 个百分点



资产总额为 33,227.01 亿元，较年初上升 18.88%



资本充足率为 11.55%，较年初上升 0.02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8.32%，较年初上升 0.10 个百分点



非利息净收入为 134.78 亿元，同比增加 30.35%（H 股：136.20 亿元，同比增加 29.65%）



不良贷款余额为 99.03 亿元，比年初增加 7.30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56%，与年初持平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404.03%，比年初提高 3.90 个百分点。

（注：招商银行 A 股的 2012 年中期财务报告是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标示外，以上资料
均为本集团口径资料，及以人民币为单位。按国际财务报告编制的 H 股财务数据如果与 A 股财
务数据不同，则另行标示。）
2012 年 8 月 17 日 ─ 招商银行(「招行」或「本公司」或「本行」；上海：600036；香港：3968；
连同其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今天公布 2012 年中期业绩。
2012 年上半年，面对宏观经营环境的显著变化，本公司坚持推进“二次转型”战略调整，积极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努力克服外部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上半年经营规模平稳增长，资产质量运行较
为稳健，综合经营协调发展。
一、继续保持效益、质量、规模均衡发展
1.

盈利平稳增长。2012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233.77亿元，同比增加47.77

亿元，增幅25.68%，实现平稳增长，但增幅较2012年1季度的32.16%回落了6.48个百分点。2012年上
半年，实现利息净收入436.41亿元，同比增加79.25亿元，增幅22.19%；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34.78亿元，
同比增加31.38亿元，增幅30.35%（H股：136.20亿元，同比增加31.15亿元，增幅29.65%）
。年化后归
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和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
为1.53%和27.00%，较2011年的1.39%和24.17%均有所提高。
2.

资产负债规模适度增长。截至2012年6月末，
本集团资产总额为33,227.01亿元，
比年初增加5,2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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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幅18.88%；贷款和垫款总额为17,839.03亿元，比年初增加1,428.28亿元，增幅8.70%；客户
存款总额为24,564.36亿元，比年初增加2,363.76亿元，增幅10.65%。
3.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拨备覆盖水平提高。截至2012年6月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99.03亿元，

比年初增加7.3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56%，与年初持平；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404.03%，比年初提
高3.90个百分点。
二、 二次转型取得良好成效，运营效率持续提高
面对2012年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本公司深入推进“二次转型”，取得了良好成效。
首先，转型结构持续优化。截止2012年6月末，本行境内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保持较好水平，达
到56.29％；非利息净收入在营业净收入中的占比持续提高，达到22.71%（H股：22.75%），较去
年同比增长1.36个百分点（H股：1.33个百分点）；零售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保持稳定，零售贷
款结构进一步优化，零售业务在税前利润的占比提高至32.13%（H股：32.15%），同比上升4.44
个百分点（H股：4.45个百分点）。
其次，转型指标继续改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资本使用效率持续提高。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团资本充足率为11.55%，较年初上升0.02个
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32%，较年初上升0.10个百分点。本公司剔除招银租赁增资、分红
比例调整等因素影响后的资本充足率为11.36%，比年初提升0.08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8.83%，较年初提高0.09个百分点。本公司税后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为24.28%，
同口径比上年全年提高2.52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在没有外部融资的情况下，本行集团和公司

口径的资本充足指标均保持稳中有增，显示了较强的资本内生能力。
贷款风险定价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新发放人民币一般性对公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按发生额加权，下同）浮动比例比上年全年提高0.67个百分点；新发放人民币零售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浮动比例比上年全年提高1.84个百分点。
高价值客户占比不断提高。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指月日均总资产
在50万元以上的零售客户数）为87.10万户，较年初增长11.21%；私人银行客户数较年初增长
11.57%；高价值批发客户数占比提升至15.89%，较年初提高1.68个百分点。
经营效能持续改善。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成本收入比为32.29%（H股：32.26%），比上
年全年下降3.91个百分点（H股：3.84个百分点）；年化人均税前利润130万元，较上年全年增长
27.45%；年化网均税前利润6,481万元，较上年全年增长24.35%。
资产质量保持总体稳定。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不良贷款率为0.58%，与上年末持平；关注
贷款率为1.01%，比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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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健康发展。
零售银行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信用卡业务延续优势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零售客户存款总额 8,463.05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65%，零售存
款余额及新增均位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零售贷款总额比上年末增长 7.10%，零售贷款余额
及新增紧随四大银行居国内同业第五位。同时，零售贷款和存款结构进一步优化：收益率较高的
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占比分别提高 4.49 和 1.01 个百分点；零售存款中，成本较低的活
期存款占比为 59.39%，较去年年底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零售管理客户总资产达 2.3 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 8.9%，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大于人民币 50 万元的客户）数量
达 87.10 万户，较年初增长 11.21%
本公司信用卡业务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信用卡流通卡数增
加 135 万张至 2,024 万张。2012 年上半年累计信用卡交易额增长 28.1%至 2,927 亿元，其中境外
刷卡额居同业第一。得益于本行信用卡强化价值客户获取策略，以及分期业务尤其账单分期呈现
爆发式增长，信用卡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3.86%和 32.84%。信用卡不良贷款率
为 1.24%，较去年末下降 0.14 个百分点。
同时，本公司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均呈现较快发展。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本公司私人银行
客户数为 18,401 户，较年初增长 11.57%，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为 4,121.25 亿元，较年初
增长 11.42%，
批发银行业务稳健增长，中小微企业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批发存款及贷款总额较去年末分别增长了 9.72%和 8.95%，批发
活期存款的占比为 51.87 %。上半年，本行重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可再生能
源、环保、高新技术产业等优质行业的支持力度，并控制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两高
一剩”等国家重点调控行业的贷款投放，企业贷款的行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截至 2012 年 6
月末，本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 1,015.55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 126.28 亿元，降幅 11.06%，
占本公司贷款总额的 6.14%，比上年末下降 1.31 个百分点。截至 2012 年 6 月末，公司房地产贷
款余额 799.31 亿元，占本公司贷款总额的 4.84%，比上年末下降 0.76 个百分点。
同时，本公司中小微企业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截至六月末，本公司境内中小微企业贷款总额达
5,379.09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35%，占境内企业贷款的比重达到 56.29%。本行于 2010 年推出
“千鹰展翼” 创新型成长企业计划以来，业务发展快速，截至六月末，客户数已经达到 5,334 家，
比上年末增长 64.68%，而与本行建立合作关系的私募机构达到 250 多家。
此外，批发银行业务亮点纷呈，渠道服务能力亦不断提升。其中，公司理财产品销售额增长了
73.6%，资产托管余额较年初增长 78.79%；代客管理资产余额同比增幅 60.39%；金融租赁余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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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增长 36.5%；离岸业务中间收入在四家中资离岸同业中的占比高达 47%；且国际、同业、
现金管理等业务也取得较快发展。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电子渠道综合柜面替代率达到
51.13%。本公司网上企业银行 U-BANK 累计交易 2,020 万笔，较上年同期增长 21.25%；累计交
易金额达 11.57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70%。
四、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妥善制定应对措施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本公司全面分析经营环境、宏观政策变化的影响及经营中的重点问题，
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以保障业绩的平稳增长。
坚定推进“二次转型”战略，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一方面，本公司将深入推进战略结构
调整，加大资产负债结构和业务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业务，加快“千鹰展翼”
计划实施，继续加强贷款定价管理，努力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和贷款收益。另一方面，本公司将继
续大力发展财富管理、移动金融、POS 刷卡、养老金融等业务，充分挖掘国际、同业、离岸、金
融市场、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现金管理等业务增长潜力，推动中间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切实加强风险管理，密切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面对经济下行周期，本公司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密切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强化内控合规、
案件防控与审计督导。同时，切实加强房地产和平台贷款风险管理，抓好对沿海地区和强周期行
业的风险排查，坚决退出参与民间借贷的授信客户，从严防范大额、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努力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和推进流程改造。本公司将继续加强资本内生能力，以
提高资本效率；深化流程改革，以提升运营效率；严格控制成本费用，稳步提高员工效能和渠道
效能，以提升管理效率。同时，本行将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本、费用、人力等资源配置，确保资
源向综合回报高的业务与客群倾斜，积极发展高价值客户，不断提升精准营销水平，以客户为中
心深入推进流程再造工作。
招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博士表示：
「下半年，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将对本公司的各项业
务以及资本管理、成本管理、风险防范等带来较大压力。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本公司将进一步开拓
思路，以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业务为突破口深入推进二次转型。本公司还将通过提高活期存款占比，
推动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持续发展，促使资源向综合回报高的业务与客群倾斜，持续优化流程的机
制与文化，密切防范各类风险，继续深化永隆银行整合与转型等措施，努力构建新的差异化竞争优
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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