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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

本资料可能包含涉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前瞻性陈述，是在对本行所处行业的现有预期、假设和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的。该等陈述通常包含“将要”、

“可能”、“期望”、“预测”、“计划”和“预期”及类似含义的词汇。本行不承担任何对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以反映日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的义

务，也不承担对其预期作出相应变更的义务。尽管本行相信该等前瞻性陈述中所述的预期是合理的，但并不能向阁下保证其作出的预测在将来会被证

明是正确的。投资者应注意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与预测的结果有差别，不应依赖本资料中所含的任何展望性语言。

本资料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制备，未经独立验证。本资料应与2017年年报（中文版）一并阅读，所涉信息及释义以2017年年

报（中文版）披露为准。本资料未明示或暗示任何陈述或保证，阁下不应依赖其所表述或包含的信息的准确性、公正性或完整性。本资料所含任何部

分不得构成或作为任何合同、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或依据。因本资料中表述或包含的任何信息不论以何种方式引起的任何损失，本行及其任何分行、

支行、关连公司、顾问或代表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资料并不构成或组成任何对本行证券的出售要约或发行或对本行或归属于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任何分行、支行或关联方的证券的购买或认购要约的招

揽或邀请的一部分。通过参加本次演示，阁下确认您将完全自行负责对本行市场地位以及市场的评估，并且阁下将自行进行分析并对本行业务的未来

表现形成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任何基于某拟议证券发售而购买证券的决定（如有）应当仅仅基于为该发售而准备的发售通函或招股说明书中的信息而

做出。



指标概览

一、效益指标 2017年 2016年 比上年 增/减幅

（一）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25.66    416.29 9.37 2.25%

（二）拨备前利润 1,080.63 1,068.96 11.67 1.09%

（三）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0.74% 0.76% 下降0.02个百分点

（四）平均净资产回报率（ROE） 11.67% 12.58% 下降0.91个百分点

（五）营业净收入 1,567.08 1,538.44 28.64 1.86%

二、资产质量指标 2017年末 2016年末 比上年末 增/减幅

（一）不良贷款余额 536.48 485.80 50.68 10.43%

（二）不良贷款率 1.68% 1.69% 下降0.01个百分点

（三）拨备覆盖率 169.44% 155.50% 提升13.94个百分点

（四）拨贷比 2.84% 2.62% 提升0.22个百分点

三、规模指标 2017年末 2016年末 比上年末 增/减幅

（一）总资产 56,776.91 59,310.50 -2,533.59 -4.27%

（二）客户贷款 31,968.87 28,779.27 3,189.60 11.08%

（三）客户存款 34,076.36 36,392.90 -2,316.54 -6.37%

四、监管指标 2017年末 2016年末 比上年末

（一）资本充足率 11.65% 11.98% 下降0.33个百分点

（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49% 8.64% 下降0.15个百分点

（三）流动性覆盖率 97.98% 91.12% 提升6.86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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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7年

416.29
425.66

2016年 2017年

1,068.96 1,080.63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25.66亿，+2.25%

一、业绩回顾

（一）净利润、拨备前利润、营业净收入均保持增长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2016年 2017年

1,538.44 1,567.08

单位：亿元

拨备前利润

1,080.63亿，+1.09%

营业净收入

1,567.08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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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回顾

（二）股东回报指标降幅收窄，与同业差距缩小

股东回报指标降幅收窄

项 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7年比2016年 2016比2015年

一、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0.74% 0.76% 0.90% 下降0.02个百分点 下降0.14个百分点

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 11.67% 12.58% 14.55% 下降0.91个百分点 下降1.97个百分点

项 目 2017年三季度 2016年

ROA

中信银行 0.81% 0.76%

上市中型股份制银行均值 0.94% 0.91%

中信-均值 -0.13个百分点 -0.15个百分点

ROE

中信银行 12.65% 12.58%

上市中型股份制银行均值 14.81% 15.04%

中信-均值 -2.16个百分点 -2.46个百分点

股东回报指标与同业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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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回顾

（三）盈利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6年 2017年

31.01%
36.41%

2016年 2017年

27.81%
34.68%

2016年 2017年

6.34%
7.96%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增 量 增 幅

一、非息净收入 570.63 477.06 93.57 19.61%

二、零售银行营业净收入 543.47 427.84 115.63 27.03%

三、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33.87 26.40 7.47 28.30%

非息收入占比36.41%
提升5.40个百分点

零售营收贡献度34.68%
提升6.87个百分点

子公司利润贡献度7.96%
提升1.6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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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251.08 

243.86 
247.79 

253.72 

2017年一季度 2017年二季度 2017年三季度 2017年四季度

一、业绩回顾

（四）净息差企稳回升

净息差逐季提升利息净收入稳定增加

全年996.45亿元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31% 2.00% 1.79%

1.79%

1.75%

1.80%

1.84%

2017年一季度 2017年二季度 2017年三季度 2017年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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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营成本合理增长

一、业绩回顾

2016年 2017年

423.77 468.92

业务管理费

单位：亿元

成本收入比

31.41%
30.32%

27.85% 27.55%
29.92%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

2

加大战略投入，支持重点业务发展

费用资源配置向战略重点及投入产出效率高的

领域倾斜，如加大对金融科技及信用卡业务发

展的资源投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积极压降固化费用，节约成本开支

实施营业用房租金压降三年计划，2017年压降

存量网点租赁面积7.37万平米

促进网点“轻型化、销售化”转型, 推行“减

高增低”项目，压减柜员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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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趋势向好

（六）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一、业绩回顾

项 目 2017年 2016年 变动

一、计提贷款减值损失 501.70 457.15 9.75%

二、核销不良贷款本金 353.01 309.52 14.05%

2017年末 2016年末 变动

三、拨备覆盖率 169.44% 155.50%提升13.94个百分点

四、拨贷比 2.84% 2.62% 提升0.22个百分点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变动

一、不良贷款余额 536.48 485.80 10.43%

不良贷款率 1.68% 1.69% 下降0.01个百分点

二、“关注+不良”贷款余额 1,220.32 1,247.99 -2.22%

“关注+不良”贷款率 3.82% 4.34% 下降0.52个百分点

三、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 109.38% 118.80% 下降9.42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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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年末 增量 增幅 占比 占比变动

总资产 56,777 -2,534 -4.3% —— ——

其中：（一）客户贷款总额 31,969 3,190 11.1% 56.3% 提升7.8个百分点

（二）应收款项类投资总额 5,341 -5,034 -48.5% 9.4% 下降8.1个百分点

（三）证券投资总额 9,166 984 12.0% 16.1% 提升2.3个百分点

（四）同业资产总额 3,510 -1,957 -35.8% 6.2% 下降3.0个百分点

（七）资产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2016年末 2017年末

59,311 
56,777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一、业绩回顾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年末 增量 增幅 占比 占比变动

一、对公贷款 19,653 440 2.3% 61.5% 下降5.3个百分点

二、个人贷款 12,316 2,750 28.8% 38.5% 提升5.3个百分点

其中：（一）信用卡贷款 3,337 960 40.4% 10.4% 提升2.2个百分点

（二）住房抵押贷款 5,053 721 16.6% 15.8% 提升0.8个百分点

（三）其他个人贷款 3,926 1,069 37.4% 12.3% 提升2.4个百分点

注：证券投资总额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大类资产配置更趋合理

信贷投放进一步向个人贷款倾斜

资产总额 56,777亿

主动缩表压降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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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存贷款利率管理成效明显

一、业绩回顾

2016年 2017年

5.08% 5.29%

新发生对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

2016年 2017年

5.26%
6.02%

新发生个人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

2016年 2017年

1.70% 1.62%

公司存款成本率

2016年 2017年

1.59%
1.45%

个人存款成本率

存款成本率 1.59%

下降 0.09 个百分点

新发生一般性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48%

提升 0.3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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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5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
“全球企业2000强排名”中，位居第
78位

 2018年2月，“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
榜”，品牌价值排名第24位

 2017年11月，获评英国《银行家》杂志
“中国最佳银行”

 2017年7月，“世界1000家银行排名”
中，我行一级资本排名第25位

（九）品牌影响持续提升

 荣获《亚洲货币》“最佳公司和投资银行奖”
 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亚太区最佳银团项目奖”
 并购项目金额位列汤森路透并购财务顾问全市场

排名第一位
……

 在600多家银行间外汇市场成员中，金融市场
业务荣获2017年“最佳做市奖”综合大奖、
“最佳交易奖”、“最佳即期交易奖”……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年“陀螺
（GYROSCOPE）体系”中，中信银行在
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6位，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排名第2位

 在“21世纪亚洲金融竞争力评选”中，
被评为“2017年度亚洲卓越商业银行”

一、业绩回顾

 在《亚洲银行家》主办的“卓越零售银行金
融服务”评选中，荣获“中国及亚太地区最
佳进步零售银行奖”

 在2017年度中国卓越交易银行大奖评选中，
被评为“最佳电子交易银行”

 在《亚洲货币》主办的“最佳私人银行”评
选中，被评为“2017最佳精品私人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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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引领，轻型发展成效突出

2016年 2017年

14.31%

8.91%

2016年 2017年

229.71 
260.43 

2016年末 2017年末

33.24%
38.52%

轻资本业务收入 260.43亿
增长13.37%

风险资产增速 8.91%
下降5.40个百分点

个人贷款占比 38.52%
提升5.2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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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

单位：亿元



投资银行业务
承销债务融资工具359只，位列全市场第四，承销规模2,658亿元，位列全市场第五

并购贷款574亿元，已完成并购项目金额列汤森路透并购财务顾问全市场排名第一

发行首单地方国企“债券通”、首单绿色熊猫债和首单绿色短期融资券

国际业务 累计实现结售汇量1,304亿美元，排名升至股份制银行首位，位列国内银行第五位

即期结售汇收入比上年增长47%，国际收支收付汇量2,055亿美元，市场份额3.4%，保持股份制银行首位

资产托管业务
托管资产规模8.0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9万亿元，增长22.6%

公募基金托管规模达2.10万亿元，成为市场最大的公募基金托管银行

企业年金托管规模达620亿元，保持股份制银行前列

交易银行业务
交易银行签约客户37.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0.3%

交易笔数7,547.5万笔，比上年增长44.5%

交易金额6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3%

公司业务
营收占比
55.57%

二、战略执行

（二）转型创新，一体两翼协调发展 — 1.公司业务优势得到巩固

对公贷款
占比61.48%

对公存款
占比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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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贷款
占比61.48%



2016年末 2017年末

533.4 674.2 

2016年末 2017年末

50.5 61.5 

2016年 2017年

427.8 543.5

2016年末 2017年末

13,058 
15,471 

二、战略执行

（二）转型创新，一体两翼协调发展 — 2.零售二次转型扎实推进

营业收入 管理资产

零售中高端客户数
（万户）

手机银行活跃客户数
（万户）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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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业务：实现信用卡业务收入390.7亿元，比上年增长53.2%；信用卡累计发卡4,957万张，比上年末增长32.6%；新增发卡1,219

万张，比上年增长74.0%；信用卡交易量14,923亿元，比上年增长38.9%

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客户管理资产余额4,02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5%；实现轻资本业务收入16亿元，比上年增长69%，占零售银

行轻资本业务收入的26%，比上年提升10个百分点

出国金融业务：服务出境客户超300万人次，带动新增客户42万户；推出“中信银行全球签”，提供覆盖70个国家的签证办理服务

薪金煲业务：签约客户数478万户，比上年末增长70.2%；“薪金煲”业务保有量872亿，比上年末增长111.4%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二、战略执行

（二）转型创新，一体两翼协调发展 — 3.金融市场业务更具竞争力

17

金融市场业务：

外汇做市交易量1.68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在600余家银行间市场会员中，即期综合做市排名第一

货币市场总交易量14.85万亿元

金融同业业务：

重点打造的同业金融服务平台“金融同业+”上线产品逐步丰富，平台服务范围实现全国覆盖，交易量达到12,883亿元

电子票据业务占比98.52%，比上年末提升15.52个百分点，高于国内银行业平均水平

资产管理业务：

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1.1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6%；其中非担险理财产品存续规模9,528亿元，增长16.3%

成功推出首款支持7×24可赎回的“天天煲”产品；在业内首推“中信银行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资管品牌市场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

在“去杠杆”和“强监管”的背景下，积极推动金融市场业务转型，目标由规模扩张向质量
提升转变，由持有盈利向交易盈利转变，由产品营销向客户经营转变，完善产品和服务体系，
加强产品创新，传统特色业务和新兴业务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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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

（三）协同发展，综合化、国际化取得新突破

集团协同再结硕果

 中信联合舰队影响力日益提升。联合中

信集团金融、实业板块子公司，通过表

内贷款、债券承销、股权投资、融资租

赁、各类基金等方式，共同为企业提供

综合融资6,095亿元

国际化布局加快

 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平台，香港分

行获批，伦敦、悉尼分行筹建工

作有序推进

 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等交易方

签署了股权交易协议，基本完成

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多数股权

收购工作，成为国内首家在哈收

购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子公司协同纵深推进

 中信金融租赁公司在清洁能源领域保持

行业领先地位，成功建立新能源电站资

产价值评估体系，成为业内最大的光伏

电站持有租赁公司

 联合中信银行（国际）和信银投资，协

同合作跨境项目达116个，合作规模

3,104亿元，比上年增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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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成全流程、立体防控IT体系
建成覆盖全客户、全产品、全流程、全机构的新一代授信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运营操作风险全
覆盖和电子银行交易实时风险预警和阻断，已累计拦截可疑交易600多笔，金额2.6亿元；物联
网技术用于押品管理，押品盘点用时仅为原来的1%，效率大幅提升

2. 数据仓库+大数据应用更趋丰富和成熟
大数据平台涵盖16类技术组件、18类业务应用，有力支持风险建模、流动性管理、管理会计、
客户营销、反洗钱和反欺诈；大数据营销带动零售客户AUM70%增长量

3. 积极试水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
推出中信智能投顾产品（信智投）；率先在贸易融资领域发布首个区块链国内信用证应用，已
有多家同业加入联盟，交易金额过10亿元；独创了信用额度转让的“信运链”应用

4. 基础技术研究实现新突破
自主研发适用于银行业务的分布式数据库实现突破并得到验证，将应用于我行核心业务系统技
术平台转型；IAAS和paas平台已搭建完毕，每年仅硬件投入节省近亿元；人脸识别、指纹等新
技术成熟应用多个场景

5. 着力建设开放合作生态圈
打造移动金融、交易+、同业+三大开放平台；践行中信集团“互联网+”战略，积极布局“中信
联盟”，联接中信集团亿级客户和海量数据，为客户创造全新价值和服务体验

二、战略执行

（四）科技驱动，创新发展活力初显

科技
兴行



 授信政策强力引导，三年来对公积极支持类行
业贷款占比提高23个百分点；评级A级以上客户
占比提高20.7个百分点；资产质量好、收益高
的分行贷款占比提高4.3个百分点；战略支点行
和重点区域行授信余额占比已达到86%

 2015年后首次授信客户质量优良，三年新发放
贷款近7,000亿元，不良率仅0.14%，“不良+关
注”贷款比率0.47%

 持续推进风险合规文化建设，打造“全面、全
程、全员”的风险文化体系，培训宣贯对员工
覆盖率接近100%

 围绕“平安中信”建设，组织培训宣导、警示
教育等活动超2,000场，编写典型案例103个，
完成3,100余项风险排查

 落实一道防线风险管理职责，实施嵌入前台的
贷前、贷后授信流程

 优化内评模型13个，内评体系实现了在对公、
零售业务全流程的应用

 优化资管、债券投资等业务的风险管理顶层设
计，完成33支重点业务流程梳理，修订20余项
主要的风险管理制度

 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2017年累计处置
不良资产本金660亿元（清收286亿元）；收回
以前年度已核销贷款15亿元

 建立问题资产主动经营管理体系，强化问责机
制建设，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和责任人下岗
清收制

4.不良资产经营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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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文化建设全面推进

风险

管理

2.风险管理体系全面强化

3.授信政策强力引导结构优化

二、战略执行

（五）纵深推进，风险防线更加稳固



1.国家战略
积极践行

3.普惠金融
有力推进

5.精准扶贫
扎实推进

4.绿色金融
有效实施

2.服务实体
落实到位

二、战略执行

（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更好履行

联合集团旗下子公司，三年累计投放“一带一
路”重点项目178个、“京津冀”重点项目34
个，牵头与各级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12项

经营回归本源，在资产规模压缩
的同时，客户贷款余额达到3.2
万亿元，增长11.1%，占比提升
7.8个百分点

业内第一家推出普惠金融品牌的银行，被《财
经》杂志评为“年度最佳普惠金融银行”

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1,025亿元，比上年
末增加166亿元，增长约20%

按照环保“四个不贷”原则和“一票
否决制”，大力开展绿色信贷

中信金融租赁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领域业务占比分别为47.6%、10.4%，
绿色租赁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捐赠扶贫资金1,518万元，重点集中在农业
扶贫、基建扶贫、教育扶贫、慈善扶贫四
个方向，受益贫困群众约10万人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的定点扶
贫工作继续以“中信银行渠”工程为核心
开展，共投资301万元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42亿元，比上年末
增加14亿元，增长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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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中国经济全面开放趋势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趋势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趋势 金融市场繁荣活跃趋势

三、展望与策略

（一）经济金融发展趋势

5 6

7 8

金融科技浪潮势不可挡趋势 金融风险多元交织趋势

金融回归本源趋势 强监管重处罚常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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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去杠杆，整治市场乱象
持续、深化推进，银行经营
回归本源

银行加快互联网金融布局，
金融科技渗透和应用在经营
管理的各个方面，驱动发展
模式创新

资管新规酝酿出台，“破刚
兑、消嵌套、无错配、净值
型”，资管业务发展面临转型

市场利率大概率维持高
位，银行将普遍存在资金
紧张的情况

金融监管协同性增强，防范
交叉金融风险提上议事日程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变革信
用风险管理模式

 拨备监管新政实施，银行将加
快不良处置，进一步夯实资产
质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1 2

3 4

5 6

当前关注

重点

三、展望与策略

（二）当前关注重点

全面风险管理要求提高：
 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双向波动加大，市

场风险管理难度提高
 市场流动性中性偏紧，加之监管要求

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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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战略发展定位

三、展望与策略

愿景：

成为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

有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使命：

为客户谋价值，为员工谋幸福

为股东谋效益，为社会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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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由“一体两翼”逐步向“三驾齐驱”转变

坚持差异化、梯次化发展

有进有退、有扶有控，积极拓展轻经济周期的行业

高价值客户回报与普惠服务并举

“固本”与“强新”并重

线上、线下、客服、跨界“四位一体”

业务定位

区域定位

行业定位

客户定位

产品定位

渠道定位

总体定位



（四）2018年重点工作

提转速，加大流量经营，推动资产业务轻型发展1

3

5

4

拓客户，夯实存款增长基础，实现负债业务高质稳定增长2

抓特色，固长板树新板，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控风险，管住增量与化解存量并举，增强风险主动管控能力

明定位，差别施策精准发力，推动区域差异化发展

三、展望与策略

强合规，依法稳健经营，建设平安中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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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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