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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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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报（中文版）一并阅读，所涉信息及释义以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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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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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概览

单位：亿元

一、效益指标 2018年 2017年 增/减量 增/减幅
（一）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45.13 425.66 19.47 4.57%
（二）拨备前利润 1,125.59 1,080.63 44.96 4.16%
（三）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A） 0.77% 0.74% 上升0.03个百分点
（四）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 11.39% 11.67% 下降0.28个百分点
(五）营业净收入 1,648.54 1,567.08 81.46 5.20%

二、规模指标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量 增/减幅
（一）总资产 60,667 56,777 3,890 6.85%
（二）客户贷款 36,084 31,969 4,115 12.87%
（三）客户存款 36,164 34,076 2,088 6.13%

三、资产质量指标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量 增/减幅
（一）不良贷款余额 640.28 536.48 103.80 19.35%
（二）不良贷款率 1.77% 1.68% 上升0.09个百分点
（三）拨备覆盖率 157.98% 169.44% 下降11.46个百分点
（四）拨贷比 2.80% 2.84% 下降0.04个百分点

四、监管指标 2018年末 2017年末 比上年末
（一）资本充足率 12.47% 11.65% 上升0.82个百分点
（二）一级资本充足率 9.43% 9.34% 上升0.09个百分点
（三）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62% 8.49% 上升0.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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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回报表现良好，ROAA实现提升，ROAE降幅明显放缓

一、业绩回顾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A）

0.77% +0.03个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A）

0.77% +0.03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

11.39%   -0.28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

11.39%   -0.28个百分点

0.90%

0.76%
0.74%

0.77%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4.55%

12.58%

11.67%
11.39%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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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425.66
445.13

2017年 2018年

1,080.63 1,125.59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二）净利润增幅为近年来最好水平

一、业绩回顾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45.13亿，+4.57%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45.13亿，+4.57%

拨备前利润

1,125.59亿，+4.16%

拨备前利润

1,125.59亿，+4.16%

基本每股收益

0.88元，+4.76%

基本每股收益

0.88元，+4.76%

2017年 2018年

0.84 0.88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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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1,567.08 1,648.54 

单
位
：
亿
元

（三）营业净收入持续增长

一、业绩回顾

营业净收入

1,648.54亿，+5.20%

营业净收入

1,648.54亿，+5.20%

2017年 2018年

570.63 600.82

2017年 2018年

59.88% 61.99%

零售业务对全行非息净收入的贡献提升

单
位
：
亿
元

2017年 2018年

996.45 1,047.72 

2017年 2018年

1.79% 1.94%

结构优化带动净息差提升

利息净收入 1,047.72亿，+5.15%利息净收入 1,047.72亿，+5.15%

非息净收入 600.82亿，+5.29%非息净收入 600.82亿，+5.29%

单
位
：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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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末 增量 增幅

总资产 60,667 3,890 6.85%

其中：1.客户贷款 36,084 4,115 12.87%

(1)对公贷款 21,239 1,586 8.07%

(2)个人贷款 14,845 2,529 20.54%

2.债券投资 9,446 2,136 29.23%

3.同业资产及结构
化投资

6,919 -1,932 -21.83%

一、业绩回顾

（四）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单位：亿元

15.24% 13.54%

15.59%
11.41%

12.87%
15.57%

21.69% 24.47%

34.61% 35.01%

2017年末 2018年末

资产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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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末 增量 增幅

总负债 56,136 3,484 6.62%

其中：1.客户存款 36,164 2,088 6.13%

(1)对公存款 29,039 297 1.03%

(2)个人存款 7,125 1,791 33.57%

2.同业负债 10,135 34 0.34%

（五）自营存款平稳增长，个人存款增长好 查一下存款的产品结构是否
有亮点（主要看活期占比）

单位：亿元

一、业绩回顾

16.10% 17.53%

19.18% 18.05%

10.13% 12.69%

54.59% 51.73%

2017年末 2018年末

负债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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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回顾

（六）客户拓展成效初显

2017年末 2018年末

7,201 8,832 

2017年末 2018年末

59.51 62.99 

对公客户
62.99万户 +5.84%

对公客户
62.99万户 +5.84%

单
位
：
万
户

单
位
：
万
户

零售客户
8,832万户 +22.65%

零售客户
8,832万户 +22.65%

2017年末 2018年末

58.75 73.50 

单
位
：
万
户

零售中高端客户

2017年末 2018年末

8.26 
11.39 

单
位
：
万
户

交易银行有效结算户

9



109.38%
92.41%

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

1.68%
1.77%

不良率

不良额及不良率不良额及不良率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及占比逾期90天以上贷款及占比

一、业绩回顾

（七）信用风险加快释放，资产质量进一步夯实

单
位
：
亿
元

2017年末 2018年末

536.48 640.28

单
位
：
亿
元

2017年末 2018年末

586.82 591.68

指标 2018年末 2017年末 变动

一、拨备覆盖率 157.98% 169.44% 下降11.46个百分点

二、拨贷比 2.80% 2.84% 下降0.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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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资本充足率

9.43%   +0.09个百分点

（八）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

一、业绩回顾

2017年末 2018年末

11.65% 12.47%

资本充足率

12.47%   +0.82个百分点

2017年末 2018年末

9.34% 9.43%

2017年末 2018年末

8.49% 8.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62%   +0.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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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468.92 503.95

（九）运营成本有保有压

一、业绩回顾

业务及管理费业务及管理费

单
位
：
亿
元

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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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科技领域及信用卡业务的资源投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积极压降固化费用，节约成本开支

• 实施营业用房租金三年压降计划，累计压缩营业用房租赁面积

17.7万平方米，压降租金3.7亿元。

• 促进网点向“轻型化、智能化、差异化”转型,通过减高增低及提

高线上化交易水平，分流两千多柜员从事零售等其他业务，优化

人员结构，控制运营成本。

2017年 2018年

29.92%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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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银行家》杂志：
• 2019年1月，在“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

行榜”中，品牌价值排名第19位
• 2018年7月，在“世界1000家银行排

名”中，一级资本排名第27位

（十）品牌影响持续提升

 2018年度获评中国银行业协会：
• 最佳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奖
• 中间业务专委会特殊贡献奖
• 最佳绿色金融奖
• 最佳社会责任管理者奖
• 最佳国际结算银行
• 银团贷款最佳业绩奖

 2018年度获评《亚洲银行家》：
• 年度风险合规技术实现奖
• 年度金融市场成就奖
• 年度最佳区块链创意、应用或程序奖
• 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CRM项目
• 中国最佳托管系统实施奖
• 中国最具进步私人银行奖

一、业绩回顾

 2018年度获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CFCA）：
• 网络金融创新奖
• 最佳企业网上银行奖
• 金融科技创新应用优秀方案

 2018年5月，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
企业2000强”排名中，排名第85位

 2018年11月，获评《IFR Asia》2018年度
“中国最佳贷款银行"

 2018年12月，在人民网第13届人民企业社
会责任奖评选中，获评“年度企业奖”

 2018年12月，美元离岸债券项目被《财
资》杂志（The asset）评为“最佳银行
债券”(Best Bank Bond)奖

 2018年12月，获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优秀金融债发行人奖”及“优
秀ABS发起机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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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业务突出特色
• 全年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3755.10亿元，位列全市场第五，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 成功落地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重点并购融资项目。

国际业务优势巩固
• 结售汇量1398.31亿美元，排名股份制银行首位，位列所有国内银行第五。

• 国际收支收付汇量2590.81亿美元，跨境人民币收付汇量3011.13亿元，均排名股份制银行首位。

交易银行战略加快推进
• 2018年末交易银行签约客户45.44万户，比上年末增长22.12%；全年交易金额78.42万亿，比上年

增长12.67%。

• 交易银行业务在数据、应用、渠道入口层面实现整合。优化对公客户开户流程，提升客户体验。

托管业务市场地位提升
• 资产托管规模达8.44万亿，比上年末增长4.78%，增速快于同业。

• 实现托管收入35.35亿元，比上年增长7.06%，收入总量在股份制银行中位居第二。

（一）纵深推进“一体两翼”转型发展——1.对公转型全面铺开

二、战略执行情况

全面推进对公客户服务一体化建设，巩固扩大市场竞争优势。公司银行业务实现营业净收入871.84亿元，占
全部营业净收入的52.89%，保持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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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规模迈上新台阶

• 个人客户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78万亿，比上年末

增长20.09%，增量排名股份制银行第三。

• 个人存款突破七千亿，年增量近1790.71亿元，创

历史新高。

• 信用卡新增发卡1748.61万张，比上年增长43.44%；

交易量2.08万亿，比上年增长39.48%。

• 信用卡营业净收入占零售板块收入比例由2017年的

51.69%升至2018年的53.69%。

信用卡业绩快速提升客户基础更加牢固

• 零售客户超过8830万户，比上年增长22.65%。

• 手机银行客户达3669.97万户，比上年末增长34.30%；

交易金额6.29万亿，比上年增长48.61%。

优势业务取得新突破

• 出国金融客户总量突破566.31万户，带动纯新增客

户42.06万户。

• “薪金煲”新签约客户数达209.40万户，比上年增

长5.84%。

（一）纵深推进“一体两翼”转型发展——2.零售产能加速释放

二、战略执行情况

零售客户显著增长，业务规模继续扩大，价值贡献稳步提升。零售银行业务实现营业净收入
571.32亿元，比上年增长5.12%，占全部营业净收入的34.66%。

• 动卡空间和手机银行两大APP月活用户分别达到

1113万和687万户，比上年增长77%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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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情况

（一）纵深推进“一体两翼”转型发展——3.金融市场业务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业务抢抓市场机遇，竞争力不断提升，实现营业净收入180.56亿元，比上年增长62.96%。

做市业务领先同业

• 货币市场总交易量21.90万亿元。发行同业存单8732.30亿元，发行量排名市场前列。

• 外汇做市交易量1.9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9%，银行间外汇做市排名保持市场前列。推动“债券通”业务发展，

进一步巩固银行间利率市场核心做市商地位。

同业业务再上新台阶

• “同业+”平台签约金融同业法人机构1216户，比上年末增长49.02%。平台交易量达到1.43万亿，比上年增长12.77%。

• 紧跟客户融资需求，多措并举开展票据直贴业务，助力实体经济融资效率提升。票据直贴量突破5000亿元，其中支持

民营企业融资超过1200亿元。

资管转型持续推进

• 积极应对政策环境变化，稳步推进资管业务转型，强化理财资产主动管理能力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

• 年末非担险理财产品存续规模9252.59亿元，其中净值型产品规模占比达到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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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情况

（二）有效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

50.8%
36.7%

12.6%

54.4%
34.7%

10.8%

营收占比

51.9%

37.2%

10.9%

54.1%35.6%

10.3%

存款占比

43.8%

41.5%

14.6%

44.7%

42.1%

13.2%

贷款占比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 2018年战略支点分行营业净收入占比54.4%，

比上年增加3.6个百分点。

• 2018年末战略支点分行自营存款占比54.1%，

比上年末增加2.2个百分点。

• 2018年末战略支点分行自营贷款占比44.7%，

比上年末增加0.9个百分点。

我行2018-2020年发展规划中，根据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结合我行业务实际，将分行划

分为战略支点、重点区域和潜力区域三类，

实施差异化、梯次化发展策略。从经营结果

来看，“北上广深宁杭”等战略支点分行资

源投入与产出贡献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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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情况

（三）加速推进科技兴行战略

将科技兴行战略作为我行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业务，驱动高质量发展。

5.科技投入列入战略性资源安排，培育持续发展动能

1.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深化科技创新应用，释放经营活力

• 大数据、“中信大脑”成功应用于产品创新、风控、营

销等领域。

4.创建区块链服务平台，打造新交易生态

3.强化科技基础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 率先将区块链应用于贸易金融领域，累计交易额突破百亿。

• 与中行、民生、光大银行等合作，建成银行间最大区块链合作生态。

• 落地“云链”、依文等一批特色化“链金融”模式，推

出新一代交易银行、手机银行等金融服务平台，创新产

品信秒贴、智能支付、在线保理等广受客户欢迎。

• 电商管家、E户宝、信约宝等产品嵌入业务场景，增强零

售获客能力。

• 实施IT嵌入“部落式管理”，推动12项金融科技创新，

完成19项科技赋能重点任务。

• 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加速推进科技兴行战略。2018年全行科技

投入35.80亿元，较2017年增加6.16亿元，增幅20.78%，加速布局人工智

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培育持续发展动能。

• 建立私有云技术体系，极大缩短了新系统上线部署时间，从14天缩至1天。

• 引入虚拟化、SDN网络技术，网络建设达到业内一流水平。

• X86服务器部署同比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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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情况

（四）积极开展综合化、国际化经营

• 百信银行：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优势，

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开业仅一年，用户突破

1200万，总资产达359亿元，为400多万个人用

户和58万小微企业主发放近800亿元普惠贷款。

• 阿尔金银行：顺利完成阿尔金银行股权交割，

成为首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购银行股

权的中资银行，为构建可持续和互利共赢的

“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突出特色经营，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

• 中信银行(国际)发挥区位优势，做大做强跨境

金融服务。2018年实现净利润约30.08亿港元，

比上年增长7.12%。

• 深化与中信集团子公司及境内外联动业务合

作，联合中信集团旗下金融子公司，共同为企

业提供综合融资6258亿元。

• 加快境外机构平台建设，持续推进香港、伦敦、

悉尼等海外分行开设（2019年3月伦敦分行牌

照已获批）。

• 中信租赁深耕绿色租赁领域，绿色租赁资产余

额占比67.21%，比上年末上升5.44个百分点，

影响力不断提升。

推进综合化布局，提升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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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执行情况

（五）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将普惠金融视为转变发展方式、开拓市场需求、培养未来核心客户的战略选择，全面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2017年末 2018年末

918.5 1,363.5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363.5亿，+48.45%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363.5亿，+48.45%

单
位
：
亿
元

• 强化顶层设计。成立普惠金融一级部，

搭建“审查、审批、放款、贷后”四集

中的运营管理平台，体系运行日趋顺畅。

• 完善产品体系。聚焦“链、政、创、网”

等重点领域，开发“两票、两链”等标

准化产品，创新业务模式。

• 加大系统支撑。搭建普惠专属流程，设

置专属客户管理模块，实现全流程线上

化操作，提高流程效率。
2017年末 2018年末

5.99 
8.22 

单
位
：
万
户

小微企业客户

8.22万户，+37.23%

小微企业客户

8.22万户，+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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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与策略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定向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

 重点区域引领高质量发展

 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不确定性

 银行业务法规不断调整

 严监管、重处罚形势延续

（一）关注内外部形势变化
挑 战

资产质量承压的挑战
• 经济下行压力大，结构调整加快，银行业风险积聚，不良加速暴露。

营业净收入增速放缓的挑战
• 客户存款价格居高不下，优质资产价格走低，同业利差回落，净息差承压；

• 银行业发展的规模效应持续弱化。

管理难度增加的挑战
•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共振加剧，严监管、重处罚常态化；

• 流动性新规、资管新规、拨备新政、资本补充、新租赁准则等政策陆续实施。

机 遇
存款营销与优质资产储备的机遇
• 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减税降费、财政资金到位后，实体经济资金面向好；

• 基建投资回暖，国家支持优质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拉动资产需求。

民营、小微企业成长和零售大发展的机遇
• 中央定向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释放大量政策红利；

• 消费升级，金融科技繁荣，零售金融迎来发展新机遇。

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
• 国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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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与策略

（二）经营策略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回归客户经营本源，保持定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经营转型，全力

推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1.固本强基，切实回归客户经营本源

以交易银行、结算为抓手，全

力拓展低成本核心存款，灵活

调整主动负债策略，推动负债

业务协调发展。

2.轻型发展，坚定不移调结构

把握零售业务发展机遇，调整优

化对公业务结构，积极发展普惠

金融，强化优质资产投资力度。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投行

、资管、托管、信用卡、结

算、代理为重点，提高非息

占比。

抓存款调负债结构 抓机会调资产结构 抓中收调收入结构

• 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大力拓展基础客群，做深做透优质核心客户，夯实客户基础，改善客户
结构。

• 深耕客户经营体系建设，深挖客户全产业链价值，强化客户服务一体化，全面提升客户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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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与策略

（二）经营策略

3.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发展

以金融科技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推动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业

务发展

• 发力对公业务线上化、模式化、链式营销，依托云平台、大数据等手段，推动交易银行战略实施。

• 加快零售金融数字化转型，推进智慧化管理、营销和服务，构建场景化服务生态圈。

• 加大“流程银行”建设力度，提升客户体验与管理效率，降低成本。

完善创新体

制机制

• 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和奖励基金，鼓励基层“微创新”，开辟创新试验田，释放创新活力。

• 建立跨界合作模式，强化与领先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的深度合作，研究设立孵化器与创业加速器。

• 加快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培育管理者数字化思维能力，打造技术和能力过硬的金融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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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质量，打赢风险防控攻坚战

• 加大高风险和低质低效客户退出力度，严

格授信政策执行，强化客户统一授信管理，

以客户结构、业务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

风险管理端口前移。

• 增强主动风险管理意识，提升处置重大风

险事件的能力，强化问题资产主动经营，

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合规经营，建设“平安中信”

• 文化层面：深化风险合规文化建设，培育全员

尊崇规章、坚守风险底线的规矩意识和风险理

念。

• 制度层面：强化制度的闭环管理，做到全面风

险管理到位、内控合规到位、案件防范到位、

监管政策执行到位。

• 监督层面：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强化问责与问

题的源头性整改，强化案件风险的靶向治理。

三、展望与策略

（二）经营策略

4.坚守风险底线，审慎合规经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26



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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