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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

的国内外形势，建设银行充分体现大行担当，认真落实中央政

府政策要求，以精准直达的金融服务助力决胜抗疫、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提升，创新探索数字化经营方式，经营成效显著。资产负债

规模较快增长，总资产突破27万亿元，增速8.7%；总负债超过

25万亿元，增速9.3%。盈利表现符合预期，通过降低贷款利率、

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减费让利等多种方式向实体经济让利的同

时，实现净利润1389亿元。资产质量更加扎实，集团不良率

1.49%，保持基本平稳，充分释放风险；审慎充分计提拨备，

资产减值损失支出同比增长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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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期经营业绩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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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元人民币）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  化 

资产总额 27,655.2 25,436.3                   8.7%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15,927.8 14,540.7                   9.5%  

负债总额 25,353.9 23,201.1                   9.3% 

吸收存款 20,402.2 18,366.3                   11.1% 

不良贷款率 1.49% 1.42%                   0.07个百分点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变  化 

经营收入 359.9 344.4                   4.5% 

利息净收入 266.5 250.4                   6.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0.0 76.7                   4.3% 

拨备前利润 280.3 266.0                   5.4% 

资产减值损失支出 111.6 74.8                   49.2% 

净利润 138.9 155.7                   10.8%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1.05% 1.31%                   0.26个百分点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5% 15.62%                   2.9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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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长 

基础设施贷款余额41,053亿元，增速11.4% 

制造业贷款12,917亿元，增速19.6%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27,420亿元，增速21.3% 

绿色贷款余额12,943亿元，增速10.1% 

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区域 

京津冀地区贷款增速9.5% 

粤港澳大湾区贷款增速26.9% 

长三角地区贷款增速17.5% 

支持积极财政实施 

承销抗疫特别国债605亿元,
承销份额20.9% 

地方债投资新增3,288亿
元，认购比例11.7%，市场
第一 

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上半年累计为超1万户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投放信贷资金1195亿元 

加大信贷投放，精准助力“六稳”“六保”，上半年新增贷款1.45万亿元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助力疫情防控和支持实体经济 

支持疫情防控金融服务 
10项举措 

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30条措施 

支持湖北地区 
26条专项措施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 
29条措施 

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14条措施 

网点员工关爱 
20项措施 

因时因势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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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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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云义贷”等专属产品 
已累计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0,261亿元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发起设立50亿元 
抗击疫情稳定发展基金 

上半年普惠贷款利率同比下降63个基点 

配置专项贷款规模 

最宽限度执行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惠及超过15万家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助小微”快应用程序 
联合新华社等单位推出 

普惠金融贷款规模领先同业 
余额12,589亿元，增速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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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持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8 

累计提供融资支持2,301亿元 
支持2500多家核心企业的3.7万户 

链上客户复工复产 

全面摸排外贸企业产能恢复和国际供求状况 

 
帮助上下游企业找投资、找技术、 

找服务、找项目 

搭建“建融智合”智能撮合综合服务平台 

贸易融资余额5,797亿元，增速37.8% 

供应链金融服务 

累计投放973亿元 
服务农民工875万人次 

民工惠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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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 

 “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达62.3万个 
覆盖全国87%的乡镇及行政村 

 探索打造“裕农通”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 
提供“指尖端”金融服务，多措并举提升惠农质效 

 涉农信贷突破2万亿，增速10.6%， 
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30.6% 

 打造“裕农快贷”个人版， 
纯信用、全线上、随借随还、秒申秒贷 

推动金融服务下沉乡村 引入金融活水，助力产业振兴 

 “裕农通”借记卡87.2万张，信用卡5万张 
 “裕农学堂”，传播农技知识和金融小常识 

送服务下乡  
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上线“乡村社区防疫通”专区 
 上线“返城复工路路通”专区 

支持乡村地区防疫复工 

 累计入驻扶贫商户4,308户，扶助贫困县948个 
 上半年实现扶贫交易额同比增长45.1% 
 与部委、各级政府和央企扶贫合作 
 带动客户、机构、员工去扶贫 
 善融商务“爱心援鄂馆”，助力湖北特色产品“走出去” 

善融商务平台电商扶贫 

 “跨越2020”金融精准扶贫行动方案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341亿元，增速6.7%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定点帮扶区域 
 优化政策供给，强化创新驱动，深化科技赋能，力促产品扶贫 
 坚持公益扶贫，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 

大力开展精准扶贫 



科技助力决胜抗疫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推广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 

“建行智慧社区管理平台” 
覆盖246万个社区和企业 

疫情物资保障管理系统 
2亿+件医疗防疫物资顺畅流转 

                “线上菜篮子” 
商户线上经营 百姓居家购物 

“企业线上经营工具箱” 
助力复工复产 

“云工作室”、“掌上网点” 
提供在线服务 

“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 
免费7×24小时在线问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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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务服务平台 
线上查询预约办理近40万事项 

数字化治理 数字化防控 



履践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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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及员工为全球抗击疫情 
合计捐赠3.1亿元 

保障全国坚守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
者、 

环卫工人、运送司乘及建筑工人、 
快递员和乡村医生 

向慈善机构账户或 
疫区专用账户的转账汇款业务 

免收手续费 

为物资出口提供“绿色通道” 
信贷支持、免费跨境结算、 

低成本贸易融资等 

为湖北全省和所有援鄂医护人员 
免费提供每人100万元保险保障 

以及染疫住院期间每天300元补助 

积极捐款捐物 为一线医务人员及工作者 
提供保险保障 

免费提供 
“战疫爱心保” 

提供跨境配套 
金融服务 免费捐款转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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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全面布局 

住房租赁平台持续扩围 

数字房产系统加快推广 

 服务325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 

 累计上线房源超2300万套 

 注册用户达2310万 

 平台功能不断迭代优化 

 标准版系统投产 

 已陆续推广至27个分行 

 覆盖“审、建、管、住” 
等全生命周期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政策性租赁住房加大支持 

• 将提供约3000亿元资金  
• 支持政府筹集政策性租赁 

住房120万套 
• 解决逾百万新市民安居问题 

 与11家城市签订发展政策性 
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议： 

分层次多元化模式逐步丰富 
 公司住房租赁贷款累计发放

372亿元 
 个人住房租赁贷款满足6000

多名客户长租需求 
 “CCB建融家园”已挂牌221个 

 住房租赁指数覆盖83个大中城市 

存房业务创新有序开展 

 签约房源87万套 
 激活社会闲置房源 

助力抗疫 

 为疫情防控医护人员和政府

工作人员等无偿提供房屋近

2000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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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全面推进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963.2 

1,258.9 

30.7%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万户） 

2019-12-31 2020-6-30 

132.5 
159.1 

20.0% 

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 

2019-12-31 2020-6-30 

1.56% 1.31% 

0.25ppt 

普惠金融贷款不良率 

普惠金融发展量增质稳 

数字化、线上化经营成效显著 

“小微快贷”新模式产品 “惠懂你”手机平台 
 143万户小微企业 
 投放贷款2.6万亿元 
 不良率<1% 

 认证企业363万户 
 授信客户49.87万户 
 授信金额2525亿元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上半年普惠贷款利率同比下降63个基点 

最宽限度执行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惠及超过15万家中小微企业 

疫情期间有力帮扶企业 三维融合 

线上线下 

对公对私 内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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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全面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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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金融建设 智慧生态拓展 

技术中台支撑 

核心系统分布式架构 智慧安全运营平台 灾备体系 人工智能模型 大数据云平台 区块链平台 线上工作保障体系 

打造零售业务技术基石 
 数字化营销大脑 
 数字支撑公共基础平台 
 提升客户体验和管理效能： 

财富管理大脑、积存通产品 
 拓展外部生态合作：建行生活、车主平台 构建产融结合新对公生态 

 供应链基础平台 
 “互联网+会展+金

融”跨界融合 
 企业共享平台 

提升资本市场业务整合能力 
 搭建企业级同业应用中台 
 加强集团资管统筹和 

“大资管家”建设 
 建设投资与交易业务智能管控平台 智慧渠道与智能运营 

 智能管控平台 
 “建行到家”基础框架 
 基层减负：业务流程优化、 

数据报表优化 

提升智能风控能力 
 欺诈风险系统防控 
 构建反洗钱数据池 
 授信审批智能化、自动化 

国际竞争 
 全球现金管理服务网络 
 拓展跨境支付生态 

推进智慧政务生态建设 
 智慧政务实现在13个省、9个市以及京津冀区域

的业务覆盖 
 政融支付对接183个政府平台 
 智慧柜员机办政务覆盖75%以上网点 
 可办理事项突破1,000项 
 形成生态平台间互联互通和协同效应 
 数字房产标准版投产 

搭建农村生态服务体系 
 建设与推广农村三资、产权交易、阳光村务等平台 
 试点上线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 
 完善裕农通基础金融服务 
 持续延伸乡村服务触角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等提供全天候线上服务 
信贷审批、居家客服、数据管理等业务实现远程处理 
武汉数据中心运行平稳，未发生任何中断、停止事件 
“慧风控”快速上线功能，支持远程风险核查应对 

保障疫情防控和业务运营 

技术中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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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M5万及以上客户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万户） 

2020-1-1 2020-6-30 

309.3 
339.4 

9.7% 

（万户） 

2019-6-30 2020-6-30 

6,450 
6,982 

8.3% 

（万人）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174 
219 

25.9% 

（万户） 

2019-12-31 2020-6-30 

132.5 
159.1 

20.0% 

数字化经营持续突破 

商户 

新客 
 

个贷 
客户 

信用卡
客户 

校园场景 
租房场景 

可循环、可再生 
的社会化平台场景闭环 

平台 
客户 

县域 

多种渠道触达 
缴税、收单场
景 

供应链
金融 

核心企业、政府、电
商、物流、科技等五
类重点场景 

车主 
客户 

老客 

扩用户 
公司机构有效客户 手机银行活跃客户 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 

建生态 搭场景 

全  ·  敏  ·  准 

资金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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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6,959.8 
8,069.3 

15.9% 

公司类贷款余额 

公司类贷款新增 
同业领先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6,477.4 
6,866.9 

6.0% 

个人类贷款余额 

最大零售信贷银行地位 
更加巩固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986.4 
1,246.8 

26.4% 

17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主体业务取得历史性突破 

一般性存款日均新增 

（十亿元人民币） 

境内个人存款增幅12.1% 

境内公司存款增幅10.4% 

系统性网络化拓客成效显著 
存款增长创历史新高 



个人存贷款规模市场领先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8,706.0 
9,762.4 

12.1% 

境内个人存款余额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5,305.1 
5,591.2 

5.4%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零售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系统化、网络化获客活客 
• 借记卡在用卡量11.62亿张 
• 信用卡累计发卡量1.39亿张 
• 信用卡累计客户1.01亿户 
• “龙支付”累计客户1.38亿户 

消费多项指标同业领先 
• 借记卡消费交易额10.71万亿元 
• 信用卡实现消费交易额14,616亿元 
• 信用卡贷款余额达7,746亿元 
• 个人消费贷款增速34.9% 

财富管理规模持续扩大  
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 私人银行客户AUM新增1,650亿元 
• “龙财富”平台高价值客户达290万人 
• 投研数字化、投顾智能化、产品货架管理 

疫情防控有力保障 
•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个人

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 减免抗疫捐款、湖北地区

消费取现等多项手续费 
• 保障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微信银行7X24小时服
务 
 抗疫 

 

客户 

财富管理 

消费 

个人业务贡献度创历史新高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44.9% 
56.7% 

11.8% 

个人银行业务利润总额占比 

零售业务效益贡献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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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金融市场 投资银行 资产托管 结算与现金管理 

 
累计承销特别国债605亿元 

 
积极支持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债券投资实际收益率保持市场领先 

 
代客资金实现收入同比增长27% 

 
上半年达成“债券通”交易2,291亿元 

同比增长639% 

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2,948亿元 
 

为疫情防控企业提供专项债券 
融资162亿元 

 
丰富财务顾问产品体系 

拓展有效客户14,082户,累计为1.3万户
普惠企业提供免费服务 

 
基本完成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基金母基金募资 

减免抗击疫情相关企业客户债券资金
监管业务收费 

 
托管规模突破14万亿元，增速8.7% 

 
新增获批QFII和RQFII资格境外托管客

户数市场第一 
 

营销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托管 
 

托管业务收入同比增速20.1% 

减免疫情相关的财政资金调拨、专项
资金、社会捐款结算手续费 

 
新开立单位人民币结算账户88.4万户 

市场第一 
 

跨国企业全球现金管理服务 
 

现金管理活跃客户167.7万户 
同比增速9.1% 

 

对公交易性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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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转型成效显著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多项资产整改措施有效防范风险 

“大资管家”资管业务投资运营平台 
有效支撑资管业务转型 

符合新规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非标资产占比符合监管要求 

25.6% 

74.4% 

29.5% 

70.5% 

2020-6-30 2019-12-31 

32.4% 

67.6% 

2020-6-30 

非标及权益资产占比 标准资产及现金和存款占比 

有序压降 
预期收益型产品 

完善风险合规 
管理制度体系 

通过集团子公司承接、 
市场出售等多途径探索存量
理财整改路径 

净值型产品占比 非净值型产品占比 

资产管理数据 
与创新应用集市 

（AMDM） 

资产管理协同中枢 
（AMCC） 

资产管理云操作系统 
（AMOS） 

资管板块配置抗疫资产为企业融资698亿元 

疫情期间支持复工复产 

资管板块发行疫情防控专题资管产品1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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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及海外业务稳步发展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Category 

助力全球抗疫 

“一带一路”建设 
有力推动 

跨境金融服务 
创新开展 

“企业智能撮合平台”国际版开设“全球防疫物资专区” 
积极对接境内外防疫物资商品供给和采购需求 

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签约金额317亿美元 

为4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保单融资服务 

积极整合国际银团、跨境并购、出口信贷、跨境项目融资等产品线 

搭建区块链国际银团资产转让平台 

英国人民币清算行清算量累计突破47万亿元人民币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858亿元，同比增长29.5% 

贸易融资余额5,797亿元，增幅37.8% 

“跨境快贷” 累计投放逾75亿元 

商业银行类境外机构及其下设机构共200家 
覆盖全球6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 

合计总资产2,632亿美元 

建行欧洲匈牙利分行获颁牌照 
服务跨境配套金融，为物资出口提供“绿色通道” 

信贷支持、免费跨境结算、低成本贸易融资等 

境外捐赠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用物资，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 

为首届云上广交会专属打造“3D数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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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业务增长平稳 

22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建信基金围绕“战疫”主题 

成功发行湖北省地方债指数基金 

建信租赁租赁资产投放额 

达近四年最高 

建信信托信贷资产 

证券化新发行规模市场第一 

建信人寿规模保费、新单期缴 

保费收入稳居银行系首位 

中德住房住储贷款 

发放规模创历年新高 

建信养老成功入围 

中石化企业年金投管人资质 

建信期货大力拓展 

“保险+期货”项目 

建信住房成功发行国内 

首单权益型REITs 

建信投资债转股累计 

落地金额2,809亿元 

 

建银国际证券保荐承销业务、

并购财务顾问业务同业领先 

子公司多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子公司业务稳步发展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603.7 670.5 

11.1% 

子公司总资产 

2019-12-31 2020-6-30 

3,597.9 3,605.1 

0.2% 

（十亿元人民币） 
子公司管理资产 



建行大学产教融合内外赋能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服务战略，推进业务融合 
现场累计培训1,614人次，网络平台培训员工32万人 

服务员工，推进训战融合 
举办网点客户经理线上课堂，累计学习逾25万人次 

搭建“云平台” 
积累录播课程4,364门、微课2,177门、 
直播课4,127门，高校及合作公司课程2,051门 

拓展对外合作 
联合哈佛商学院企业学习开展首期“数字化人才线上训练营” 
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共建资本市场教研中心 
建立建行-南开系统性风险指数体系 

“金智惠民” 
累计开展培训2.6万期，惠及210万人次 

打造“裕农学堂”，以金融智慧赋能三农事业 
开展“金智惠民—脱贫攻坚”主题培训 

实施网点赋能工程 

疫情防控视频微课 
开发出微课28个 

累计实现全网4.2亿曝光量、1.8亿播放量 

助力脱贫攻坚 
统筹开展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 

开展安康市扶贫培训工作 

专业化、共享化、科技化、国际化  
 

支持防疫赋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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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港湾”履践开放共享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标志性公益服务品牌 

开放“劳动者港湾”1.43万个 

线下累计服务1.18亿人次 

线上用户超过922万个 

举办公益活动超过5.7万次 

提供便民防疫服务 多功能小型生态园地 

政务、便民、公益、医疗、养老
等功能 

与“劳动者港湾”共建合作第
三方机构数量达570个 

累计1,637个网点实现“劳动
者港湾+”模式 

线上线下协同运营 

借力金融科技进一步下沉社区
服务重心 

为社会公众提供随时随地、
知我所需的泛金融服务 

深耕网点周边社区资源 
探索实践“劳动者港湾+智慧政务+
社区综合服务”的服务新路径 

整合网点周边生活服务部署到线上
平台，构建“生态场景+网点主题+
线上平台”的服务新模式 

打造社区生态线下展示体验样板
间，赋能周边商户引流获客 

网点布放防疫物资和宣传资料，
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
动者服务 

“掌上网点”以“一网点一平
台”的方式推动线上线下场景
互动、信息共享 

推广应用“掌上网点”互动交流
功能 

在“劳动者港湾”APP、“掌上
网点”微信公众号上线“新冠肺
炎实时救助平台”、“防疫课
堂”和线上菜篮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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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较快增长 

26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11.1% 

2019-12-31 2020-6-30 

18,366.3 

20,402.2 

（十亿元人民币） 

存款快速增长 

2020-6-30 2019-12-31 

一般性存款占比提升 

存款占比 其他负债占比 

加大信贷投放 
支持实体经济 

2019-12-31 

5,846.1 

2020-6-30 

6,342.1 

8.5% 

（十亿元人民币） 

债券投资 

数字化手段 
稳存增存 

79.2% 

20.8% 

80.5% 

19.5%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14,540.7 

15,927.8 

9.5%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经营收入稳定增长 

27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以量补价，净利息收入稳定增长 

净利息收益率同比下降 

13BP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4.49% 
4.40% 

贷款收益率同比下降 

9BP 

（十亿元人民币）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76.7 
80.0 

4.3% 

收费应免尽免，手续费收入增长放缓 

（十亿元人民币） 

服务防控疫情，交易性手续费收入增速较快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 

+10.1% 

电子银行业务收入 

+16.7%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250.4 
266.5 

6.4%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2.27% 2.14% 



54.90% 

18.36% 

26.74% 

28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成本结构持续优化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战略成本 

2020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63.60% 

54.98% 
21.06% 

23.96% 

财务成本结构优化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21.93% 
21.25% 

成本收入比同比下降 

68BP 



29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资本水平保持充足 

资本充足率同业领先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 

13.88% 13.15% 

2019-12-31 

一级 
资本充足率 

14.68% 13.88% 

2019-12-31 

17.52% 
16.62% 

2019-12-31 

资本充足率 

    

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资本节约空间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加快推进外部融资节奏 
（已发行20亿美元，后续待发行660亿元 
二级资本工具） 

完善资本的计划考核机制，提升资本集约化和 
精细化管理水平 

进一步推动业务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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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全面主动智能的风险管理体系 

通过风险评估 
强化集团各类风险的全面管理 
 

通过限额管控 
强化集中度风险和共债风险管控 

通过风险评价 
强化过程和结果管理 

通过经济资本 
强化风险精细管理 

通过风险报告 
展现集团风险全貌 

加强新型风险和新产品风险管理 

推进资管、海外机构、子公司风

险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基层机构的基础风险管理 

全面主动智能的风险管理体系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稳健 审慎 

主动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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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主动智能的风险管理体系（续）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打造智能风控 

线上业务风险排查系统（RSD) 
风险底线筛查已应用于普惠、个
贷、国际、公司、信用卡业务 

全面风险监控预警系统
（RAD） 
紧急上线“慧风控”抗疫线上
流程，点击量最高达83万笔/日 

风险决策支持系统（RMD） 
应用助力基层减负 

完成抵押快贷评分卡研发 
积极推进基于抵押快贷业务
特征的线上化审批和运行 

推进投资与交易业务智能管
控平台建设 
拓展交易投资客户统一风险
视图 

上线资管业务风险管理系统 
加强子公司资管业务限额管理 

加强合规管理 

全面强化员工行为管理 

全面推广实施“线下网格化” 

加快建设运用“线上智能化” 

集中整治屡查屡犯问题 

采取识别确定屡查屡犯问

题、分类分级协同整治、真

实有效验证等措施 

切实强化案件防控 

严厉打击侵犯客户信息安全的 

违法违规行为 大力提升反洗钱能力 

印发方案推进洗钱风险管控 

全面融入业务 持续完善问责体系 

进一步规范违规处理的程序规则

和实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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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质量保持稳定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较年初下降0.25个百分点 

较年初上升0.14个百分点 较年初上升0.01个百分点 

*2020年6月末贷款不良率情况 

制造业 
较年初下降0.56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信用卡 
较年初上升0.14个百分点 

普惠金融 
 较年初下降0.49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 
 

批发和零售业 
较年初下降1.22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行业 
较年初上升0.20个百分点 

个人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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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压力充分释放 

2019-12-31 2020-6-30 

不良贷款率 

2019-12-31 2020-6-30 

1.15% 1.14% 

逾期贷款率 

1.49% 
1.42% 

不良贷款与逾期贷款的差额 

39.6 

58.9 

2019-12-31 2020-6-30 

7bp 1bp 

48.8% 

风险抵补能力增强 

2019-12-31 2020-6-30 

贷款减值准备 

3.23% 
3.34% 

拨贷比 

548.7 
483.8 

（十亿元人民币） 

2019-12-31 2020-6-30 

13.4% 

11bp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信贷资产质量基础保持扎实 

“多层级、立体化、智能型” 
集团信用风险监控体系 

强化逾期贷款管控， 

多策并举化解逾期压力 

坚持实质风险判断原则， 

不将新冠疫情因素影响作为

风险分类调整唯一标准 

持续优化拨备模型， 

更加准确反映外部形势变化 

（十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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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价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全球银行1000强 
第二位 

英国《银行家》 
2020年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强第58位 

英国《BrandZ》 
2020最佳全国性零售银行 

香港《亚洲货币》 

中国最佳住房贷款 
服务银行 

新加坡《亚洲银行家》 
最佳普惠金融成效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 

最佳实践奖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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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 

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 

国内经济韧性强劲 
加快恢复增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蕴含 
大量商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全球疫情趋势和经济前景 
充满不确定性 

中美经贸摩擦日益深化 

宏观政策考验银行经营管理 
平衡能力 

同业及跨界竞争加剧 

部分行业和区域风险暴露 
有所上升 

金融市场存在风险隐患 

疫情冲击使部分服务业恢复 
相对缓慢 

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 

国内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仍然较大 

国内外金融监管日趋严格 

机遇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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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市场趋势展望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全球经济呈边际修复态势，但整体依旧低迷 
 
疫情及保护主义使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阻滞风险 
 
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给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 
力撑“六稳”、“六保” 
 
市场景气度回升，主要经济指标恢复 

客户流：实体经济加快恢复， 
新注册企业和个人客户快速增长 
 
资金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形态 
加速变化 
 
信息流：疫情影响下，数字化产业逆势 
增长，金融科技助推信息产业发展 

经济在不确定中强韧恢复 

“三流”快速增长 

社融较快增长 
信贷需求复苏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预计全年社融规模增量或超过30万亿元 
 
预计全年贷款新增或近20万亿元， 
其中下半年新增或近8万亿元 
 
“两新一重”、制造业、普惠金融、 
民营企业、绿色信贷、消费贷款 
需求复苏 

国际权威机构对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 

全球 -4.9% -5.2% 

美国 -8.0% -6.1% 

欧元区 -10.2% -9.1% 

中国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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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进一步下沉 

打造“智慧乡村”平台， 
推动土地流转、基层治理 

等底层数据 

多措并举助推农民工返城复工 

丰富“裕农通”功能 
推动国债等低风险金融产品下乡 

完善科技创新孵化机制 
为基层创新提供开放式平台 

敏捷开发 
快速响应 

三农金融进一步下沉 

深耕网点周边社区资源， 
打造周边3公里社区生态圈 

加载网点智慧政府服务功能 

社区金融进一步下沉 

以“平台经营、生态协同” 
深耕小微市场，打造 

“普惠金融服务首选银行” 

做深做实供应链金融 
进一步下沉穿透 

基于大数据精准画像 
不断迭代优化主打产品 

夯实个体工商户、供应链上
下游、农户等客群基础 

普惠金融进一步下沉 

全面推动“数字房产” 
系统建设 

梳理成熟定型模式 
形成“菜单式”加快复制推广 

挖掘政府数据和房地产市场 
经营数据，做好精准营销 

住房租赁进一步下沉 

以新金融抓住“新机”打开“新局” 

科技性 

普惠性 

共享性 

新金融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通过数字化手段服务疫情常
态化防控 

构建智慧安全运营平台                                             
深化灾备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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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生态、搭场景、扩用户” 
•  聚焦客户经营，强化协同联动 
• 业务、技术、数据三大中台建设 

下半年发展策略 

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深入推进数字化经营 

落实让利政策 提升服务质效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六稳”“六保” 

• 满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绿色信贷
金融需求 

• 加力支持“两新一重” 
•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定位 
• 加大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款投放 
• 加大国债、地方专项债投资力度 

持续夯实资产基础 
• 前瞻主动释放和消化风险 
• 多渠道加大风险资产处置力度 
• 审慎计提拨备 

• 以合理让利助力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 在多重目标间做好动态平衡 
• 做大、做优、做强客户基础 
• 强化内部管理，向精细管理要质量要效益 

把握政策导向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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