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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公布 2012 年度全年业绩
净利润同比上升 25.31%至人民币 452.73 亿元
2012 年全年业绩摘要


营业收入人民币 1,133.67 亿元，同比增加 17.90%（H 股：营业净收入 1,138.18 亿元，同比增加

17.74%）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452.73 亿元，同比增加 25.31%



归属于本行股东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币 2.10 元，同比增加 25.75%



净利息收益率为 3.03%，同比减少 0.03 个百分点



资产总额为 34,082.19 亿元，较年初上升 21.94%



资本充足率为 12.14%，较年初上升 0.61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8.49%，较年初上升 0.27 个百分点



非利息净收入为 249.93 亿元，同比增加 25.91%（H 股：254.44 亿元，同比增加 24.98%）



不良贷款余额为 116.94 亿元，比年初增加 25.21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61%，较年初上升 0.05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351.79%

（注：招商银行 A 股的 2012 年度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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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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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全年业绩。
2012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本集团坚持效益、规模、质量均衡发展的原则，积
极应对“二次转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把握机遇，加快转型，取得了良好的经营
管理业绩。
一、继续保持效益、质量、规模均衡发展
1.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12年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452.73亿元，比上年增加91.44

亿元，增幅25.31%；实现利息净收入883.7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7亿元，增幅15.81%；实现非
利息净收入249.93亿元，比上年增加51.43亿元，增幅25.91%（H股：非利息净收入254.44亿元，
增幅2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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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和24.78%，较2011年的1.39%和24.17%分别提高0.07个百分点和0.61
个百分点。经营效益持续提升，主要是资产结构优化以及资产规模稳步扩张，带动净利息收入稳
步增长；受益于财务管理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成本收入比合理下降；顺应客户综合化
1

2012 年度全年业绩新闻稿

理财服务需求以及客户消费需求增强所带来的资金周转加速的时机，努力拓展中间业务，净手续
费及佣金净收入平稳增长。
2.

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拨备覆盖保持较高水平。截至2012年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116.94

亿元，比年初增加25.2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61%，较年初上升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为351.79%，保持较高水平。
3.

资产负债规模稳步扩张。截至2012年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34,082.19亿元，比年初增加6,132.48

亿元，增幅21.94%；贷款和垫款总额为19,044.63亿元，比年初增加2,633.88亿元，增幅16.05%；客户
存款总额为25,324.44亿元，比年初增加3,123.84亿元，增幅14.07%。
二、 “二次转型”稳步推进，转型指标继续改善
面对2012年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本公司坚持“服务、创新、稳健”的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二
次转型”，进一步提升资本、运营和管理效率，转型结构持续优化。
零售业务利润贡献率持续提高。2012年，本公司零售业务在税前利润中的占比为32.78%，较去年
提高2.27个百分点。零售业务经济利润为110.41亿元，比上年增长62.72%，占本公司经济利润的
比重为37.95%，较上年提升5.49个百分点。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提升。2012年，本公司非利息净收入在营业净收入中占比达到21.14%，较去年
提高1.40个百分点（H股：占比为21.25%，较去年提高1.30个百分点）。
“两小”业务占比不断提高。凭借产品创新优势推动批量开发，充分利用零售综合优势，创新业
务模式，打造核心品牌，全面扩大市场竞争力。按行标口径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
“两小”贷款余额合计4,176.29亿元，比年初增加1,901.67亿元，增幅83.60%，占境内一般性贷款
（不含票据贴现）的比重为24.99%，占比较年初提升9.16个百分点。其中，小微贷款增长104.91%，
小微贷款在全部零售贷款中占比为26.36%，提高10.84个百分点；小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中
占比24.06%，提高8.04个百分点。
各项转型指标亦继续改善，具体来看：
资本使用效率持续提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资本充足率为11.73%，较年初提高0.45个
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86%，较年初提高0.12个百分点；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为
22.89%，比上年提高0.82个百分点；税后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为22.65%，比上
年提高0.15个百分点。
贷款风险定价水平保持平稳。2012年，本公司新发放人民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浮动比例（按
发生额加权，下同）为11.80%，新发放人民币零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浮动比例为22.95%。本公司
在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等不利形势下，维持了净利息收益率的基本平稳。净利息收益率3.1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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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中居于前列。
高价值客户占比不断提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较年初增长16.33%，
其占比提高0.13个百分点；私人银行客户数较年初增长18.34%。
经营效能持续改善。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成本收入比为36.15%，与上年持平；同口径人
均税前利润121万元，较上年增长18.63%；网均税前利润6,089万元，较上年增长16.83%。
资产质量保持总体稳定。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良贷款率为0.65%，比上年末上升0.07
个百分点，关注贷款率为1.04%，与上年末持平。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就
业不稳定的零售客户收入下降，不良及关注贷款的生成速度有所加快，本公司采取及时、有效的
风险管控措施，确保整体风险可控。
三、主营业务健康发展
零售银行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2012年，本公司零售客户基础持续扩大。截至年末，本公司零售客户数较年初增长7.49%，金葵
花及以上客户增长16.33%，私人银行客户增长18.34%。
截至2012年末，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增长15.07%；管理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增长16.40%；管
理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增长17.38%。本公司零售客户存款总额8,637.7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4.97%，零售客户存款余额及新增位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其中外币储蓄存款新增居同业第
一；零售贷款余额及新增紧随四大银行居国内同业第五位，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当年增量和增幅
均居国内同业第一。零售客户存款总额占本公司存款总额的35.60%，较年初稳中有升，其中活期
存款占比为58.26%，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零售贷款余额占比为38.16%，较年初增加1,149.65亿元。
全年储蓄存款体现出增长快、增势稳、成本低、结构优的特点。
本公司零售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蓬勃发展。2012年，本公司累计实现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额30,566.97
亿元，较上年增长48.13%；实现代理开放式基金销售达3,41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38.15%。
2012 年本公司银行卡业务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一是持续推动信用卡管理变革，通过全面创新，构
建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经营转型成效显著。截至 2012 年末，本公司信用卡流通
卡数 2,180 万张，年内新增流通卡数 291 万张；流通卡每卡月平均交易额 2,690 元，同比增长
16.70%，信用卡不良率 1.06% ，较上年末下降 0.32 个百分点。2012 年，信用卡利息收入 62.56
亿元，同比增长 38.62%；信用卡非利息业务收入 54.60 亿元，同比增长 41.49%。二是一卡通业
务持续良好发展，卡均存款增加 519 元，POS 交易量同比增长 18.09%。

批发银行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截至 2012 年 12 月末，本公司企业客户存款余额 15,627.0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3.60%；同业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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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2,531.34 亿元，较上年增长 24.32%；企业贷款规模 10,335.45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33%。截
至 2012 年末，本公司拥有企业存款客户、企业贷款客户 48.07、3.52 万户，分别较上年增长 10.89%、
20.55%。
本公司着力发展小企业业务。本公司小企业贷款余额为 2,404.90 亿元，较年初增长 70.54%，小企
业贷款占全部对公一般企业贷款比重达到 24.06%，较年初提高 8.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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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不断上升。
截至 2012 年末，创新型成长企业客户数达到 7,581 家，较年初增幅达 134.05%；“千鹰展翼”企
业贷款余额为 65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23%。共有 45 家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企业在本公司开立
IPO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占同期两板上市企业总数的 35%，在国内同业中排名第一。
本公司批发银行中间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投行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金
额为 1,326.65 亿元，同比增长 12.91%，重点拓展并购金融、IPO 与 PE 等专项财务顾问业务；托
管资产余额同比增长 111.76%。年内，本公司现金管理客户总数达到 219,144 户，较年初增长
23.41%；实现公司理财产品销售额 12,366.54 亿元，较去年增长 42.30%，实现公司理财产品销售
收入 5.72 亿元，同比增长 35.55%。
此外，本公司跨境金融业务取得稳步发展，金融市场业务取得较快增长。
本公司亦加强渠道布局合理性，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2012 年，本公司机构网点数达到 961 家，
已在全国 24 个重点城市设立了 29 家私人银行中心。零售和公司电子渠道综合柜面替代率分别为
90.66%和 52.40%，零售网上银行累计交易笔数和网上企业银行累计交易笔数分别增长 46.80%和
18.46%。手机银行签约客户总数近 1,000 万户。电子银行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满足了客户需
求，还有效分流了物理网点压力、降低了经营成本。
2012 年适逢永隆银行成立八十周年，经营业绩持续向好。2012 年，永隆银行总资产 1,789.41 亿
港元、总存款 1,320.94 亿港元、总贷款 993.26 亿港元，自 2008 年收购以来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
达到 15.49%、12.25%和 22.93%；2012 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1.31 亿港元。自 2009 年以来，净
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34.08%，不良贷款率在四年间下降了 0.18 个百分点。
四、全面认识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妥善制定应对措施
面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本公司将坚持差异化竞争，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微企业、财富管理和
中间业务，加快流程再造和新产品开发。致力成为盈利能力领先、服务品质一流、基础管理扎实、
品牌形象卓越的有特色的创新型银行。主要经营策略包括：

以改善定价水平为目标全面落实小企业与小微企业发展战略。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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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保持 NIM 领先，进而确保盈利稳定增长，公司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小”战略，新增贷款将
主要投向“两小”企业。
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为目标加快发展中间业务。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积极发展各类新兴中间
业务，继续推动传统中间业务快速发展。
以拓展盈利来源为目标积极探索开展表内表外业务创新。在表内业务创新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同业
业务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在表外业务创新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委托贷款、债券承销等表外融资业
务培育新的盈利来源。
以降低成本收入比为目标全面加强成本管控。在成本管控方面，2013 年要通过改进费用配置方法、
优化营业网点建设、严格财务管理、提升工资与费用效能，确保业务费用增速低于营业净收入增速
及利润增速。
以风险调整后的价值创造为核心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加快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准确把握风
险变化趋势，有效防控各类风险，作好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

招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博士表示：
「展望 2013 年，银行业仍将面临错综复杂的经营环
境，以及息差收窄、资产质量等多方面的经营压力。与此同时，日益严格的资本管制、逐步深化
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的金融脱媒和愈来愈激烈的同业竞争，都将使银行经营环境更为严
峻。但经过先后实施的两次转型，我们在零售业务、新兴批发业务、跨境金融等领域已经形成了
一定的领先优势，这些都为本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们将按
照“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深化管理变革、加快二次转型”的工作指导思想，全面落实“两
小”业务发展战略。通过努力提升批发业务竞争力；持续增加零售银行利润贡献；更新风险理念；
加快实施流程再造与资源整合；打破部门银行界限、努力打造跨境金融，稳步推进国际化与综合
化经营平台等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实现新历史时期下的可持续发展。致力发展成具有特色，有
创新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最佳商业银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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