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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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报一并阅读，所涉信息及释义以2020年年报披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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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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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部分：业绩概览

第二部分：业务拓展情况

第三部分：展望与策略

目
录

一、盈利能力保持稳健

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三、存款发展扩量提质

四、资产质量呈现向好势头

五、轻资本转型取得进展

六、业务协同提质增效

七、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

3



指标概览

单
位
：
亿
元

一、效益指标 2020年 2019年 增/减量 增/减幅

（一）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489.8 480.2 9.7 2.0%

（二）拨备前利润 1,408.5 1,338.0 70.5 5.3%

（三）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 0.69% 0.76% 下降0.07个百分点

（四）加权平均净资产回报率（ROE） 10.11% 11.07% 下降0.96个百分点

（五）营业净收入 1,947.3 1,875.8 71.5 3.8%

1.利息净收入 1,505.2 1,469.3 35.9 2.4%

净息差 2.26% 2.45% 下降0.19个百分点

2.非息净收入 442.2 406.6 35.6 8.7%

非息收入占比 22.71% 21.68% 上升1.03个百分点

（六）成本收入比 26.65% 27.70% 下降1.05个百分点

二、规模指标 2020年末 2019年末 增/减量 增/减幅

（一）总资产 75,112 67,504 7,607 11.3%

（二）客户贷款 44,733 39,980 4,753 11.9%

（三）客户存款 45,284 40,388 4,896 12.1%

三、资产质量指标 2020年末 2019年末 增/减量 增/减幅

（一）不良贷款余额 734.5 661.2 73.4 11.1%

（二）不良贷款率 1.64% 1.65% 下降0.01个百分点

（三）拨备覆盖率 171.68% 175.25% 下降3.57个百分点

（四）拨贷比 2.82% 2.90% 下降0.08个百分点

四、监管指标 2020年末 2019年末 比上年末

（一）资本充足率 13.01% 12.44% 上升0.57个百分点

（二）一级资本充足率 10.18% 10.20% 下降0.02个百分点

（三）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4% 8.69% 上升0.05个百分点

注：信用卡消费分期相关收入由非利息收入调整至利息净收入，
相关指标上年同期数据已重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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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资产收益下行，存款受市场竞争影响成本上升，利
差空间收窄

一、盈利能力保持稳健

主要是由于资产收益下行，存
款受市场竞争影响成本上升，

利差空间收窄

+9.7

480.2 
489.8 

2019年 2020年

1,875.8 
1,947.3 

2019年 2020年

+71.5

营业净收入1,947.3亿元

增长3.8%
非息收入占比

提升1.03个百分点

2.45% 2.26%

2019年 2020年

净利润489.8亿元

增长2%

净息差

-19BPs

注：信用卡消费分期相关收入由非利息收入调整至利息净收入，相关
指标上年同期数据已重述调整。

克服疫情影响，效益平稳增长，收入结构优化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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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6 
442.2 

21.68%
22.71%

2019年 2020年

非息收入占比



67,504

39,980

86,978
75,112

44,733

97,505

2019年末 2020年末

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注：综合融资包括各项贷款、金融投资、担保承诺、非担险理财和债券承销。

贷款投放突出重点领域

2,253 2,387 
1,527 

7,926 

3,251 2,795 

1,825 

8,125 

普惠金融 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民营企业

+199
单
位
：
亿
元

2020年末2019年末

+298
+408

+998

2020年末2019年末 2020年末2019年末 2020年末2019年末

 累计投放防疫抗疫类贷款近2,000亿元

助力困难企业复工复产，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累计承销“疫情防控债”38单，承销金额达268亿元

 第一时间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0万元，专项用于湖

北疫情防控工作

普惠金融
（人民币）

制造业
（人民币）

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外币）

民营企业
（本外币）

+12.1%

+11.9%

+11.3%

总资产 客户贷款 表内外
综合融资

注：重点领域贷款为央行管理口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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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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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末 增量 增幅 占比 占比变动

总负债 69,511 7,332 11.8% 100.0% 持平

一、客户存款 45,284 4,896 12.1% 65.1% +0.2个百分点

1.对公存款 35,901 4,295 13.6% 79.3% +1个百分点

2.个人存款 9,383 601 6.8% 20.7% -1个百分点

二、同业负债 12,930 1,406 12.2% 18.6% +0.1个百分点

三、已发行债务凭证、
向央行借款及其他

11,297 1,030 10.0% 16.3% -0.3个百分点

负债增长情况表

单位：亿元

结构性存款余额及占比

单
位
：
亿
元

活期存款余额及占比

三、存款发展扩量提质

19,504 
22,424 

48.3%

49.5%

2019年末 2020年末

单
位
：
亿
元

4,304 

2,772 

10.7%

6.1%

2019年末 2020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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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质量呈现向好势头

661.2 
734.5 

1.65% 1.64%

2019年 2020年

不良贷款率

557.8 591.0

84.36%
80.46%

2019年 2020年

逾期6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

项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变动

一、拨备覆盖率 171.68% 175.25% 下降3.57个百分点

二、拨贷比 2.82% 2.90% 下降0.08个百分点

逾期60天以上贷款及占比不良额及不良率

单
位
：
亿
元

单
位
：
亿
元

强化重点领域风险治理，风险体系科学性、有效性
不断提升

稳妥有序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做好潜在风险摸排和
化解准备2

3

严格执行风险分类，拨备计提充足1

• 信用卡和个贷60天以上贷款全部降级不良；资管回表资

产充分计提拨备。

• 2020年计提拨备829.9亿元，同比增长7.4%；拨备覆盖

率、拨贷比保持合理充裕。

• 2020年处置不良贷款927亿元，同比增长13%。

• 针对疫情支持政策退出后可能发生风险的客户，充分进

行排摸，并做好风险化解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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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29.0 

82.8 

121.2 

30.2 33.2 

96.6 

132.5 

咨询顾问收入 托管收入 理财及代理收入 投资收益

2019年 2020年

五、轻资本转型取得进展

加快推动轻资本转型，轻资本业务收入增长良好
强化资本管理，围绕“轻型化”要求安排业务结构，

综合风险权重压降效果显著

+2.9%

+14.5%

+16.6%

+9.3%

主要轻资本收入增长情况 综合风险权重

下降3.95个
百分点

75.75%
71.80%

2019年末 2020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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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458亿元
托管集团子公司

资产规模

较上年
增幅 20%

较上年
增幅

达 450.7 亿元
通过代销集团金
融子公司产品取
得交叉销售规模

达 10,782 亿元
与集团子公
司间联合融

资规模

68%
较上年
增幅

142 %

六、业务协同提质增效

达 6,051 户
与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合作，三方存
管机构客户数量

较上年
增加 13%

710 户

与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合作，三方存
管个人客户数量

较上年增加

达 127 万户

8.7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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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

全年科技投入达69.3亿元，同比增长24.4%

凌云项目成功投产：国内首个自主分布式架构核心系统，

为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安全可控提供了“中信方案”。

区块链技术应用同业领跑：区块链贸融系统正式移交人

行成为首个国家级行业平台；区块链平台一次性通过中

国信通院组织的全部5项可信测评，居全部参测单位首

位；成功中标雄安新区区块链底层基础平台。

大数据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完成全行级数据湖、国产数据

仓库一阶段投产，“一湖一库”基础数据平台基本建成。

数字化获客和智慧经营赋能业务发展

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推动精准营销变现。其中：零售AI智能推

荐带动理财销售超2300亿；对公链式营销模型提升客户超1万

户，带动存款增长389亿。

数字化运营效率显著提升

智能机器人成功应用近800个业务场景，平均运营效率提升20%

以上，平均差错率下降70%；

数字金融开放银行对接合作方220余个，运营效率提升50%；

金融市场上线管理驾驶舱，一体化、无纸化经营提升效率20%。

数字化风控能力持续增强

支持对公、普惠、个贷等多业务场景，每日生成预警信号上千条；

自主研发和升级实时智能反欺诈、反洗钱系统，实时交易监控拦

截准确率高达90%，离线风控筛查堵截风险事件1.7万余起。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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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业务发展势能不断积聚

着力提升公 司业务高质 量发展动能

成 就 伙 伴

价 值 银 行 轻 型 银 行 流 程 银 行 智 慧 银 行

深入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围绕“七大体系架构”，强力推进业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客户分层 队伍建设 产品创新 渠道共享 流程优化 风控前移 数字转型

未来之路

与您同行

智慧投融

创新共赢

助政务

惠民生

生态E链

成就共赢

3S——专业

快捷、灵活

小微企业

轻松贷

场景化、特色

化、线上化

汽车金融投资银行 政府金融供应链金融国际业务 普惠金融交易银行

价值托管

资产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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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存贷两旺呈现新气象

对 公 存 款 取 得 近 年 最 好 成 绩 对 公 贷 款 实 现 近 年 最 好 投 放

+4,295亿元

对公存款年末时点余额35,901亿元

亿元

2020年全年新增贷款规模
历年最高

21,704

+2,149 亿元+3,782亿元

对公存款日均余额34,375亿元

一、公司业务发展势能不断积聚

2020年末一般性贷款时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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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群分层经营取得新成效

 总行六统一

 分行四集中

 风险派驻

 标准流程

 客户账户分类分层

 机构业务专属系统

 重点项目责任机制

 模板化营销

 标准化营销

 批量化营销

 链式营销

 主导营销、共担风险、组织优化、绩效联动

 N+1+N联动机制

 股权链+资金链+生态链

 快捷流程

战略客户：联营模式

基础客群：系统推动

机构客户：分类经营

普惠金融：专营专管

战略客户：联营模式新突破 经营业绩高增长

 超额完成目标：联营模式试点客户（Z30）存款日均增1503亿元

 破冰营销破难题：重点客户营销实现突破，当年增存超200 亿

 链式创新建生态：围绕产业链精耕细作，关联增存超300亿

 攻坚大户见成效：存款千亿客户1 家、存款余额百亿客户6 家、

存款增量百亿3家

机构客户：实现多领域业务资格突破

日均存款

11,780 亿

+223 亿

存款成本

2020年末1.96
%

全年下降
-0.05

%

机构客户数

2020年末43,131
户

+3,697 户

全年增长

普惠金融：四类业务提前完成监管考核基础客群：对公客群经营取得成效

82.53万户

+8.26万户

10.73万户

+0.73万户

18.94万户

+1.82万户

对公客户总数 对公有效客户 对公基础客户

 增长近年最好：

 对公基础客户年度净增1.82万户，增长10.6%

 对公有效户年度净增0.73万户，增长7.3%

 对公客户总数净增8.26万户，增长11.1%

一、公司业务发展势能不断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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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业务发展涌现新动能

一、公司业务发展势能不断积聚

交易银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交易融资量达3377亿元，为上年3.4倍；重点产品结算

存款日均增长526亿元

 立足“场景化、特色化、线上化”，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先后上线30个产品，推出信e融、团金宝、零钱宝、信e

池等一批在行业有竞争力、客户高度认可的对公大单品

汽车金融重塑领先优势

 合作客户数5051户，较上年末新增901户；融资余额1466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39.7%；报告期内，年放款规模3783亿元，同比增

幅25.7%，跑赢大市；逾期垫款率0.01%，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1世纪报》“中国汽车金引擎”评选活动

中，连续七年斩获“汽车金融服务创新企业”与“最佳汽车金融服

务银行”殊荣

投资银行业务继续做大做强

 承销债务融资工具986只，承销规模超

过6,300亿元,双双位列全市场第2

 资本市场九类产品全面破冰，投放规模

222亿元，为1374亿元资本市场融资提

供关键服务，股权直投业务中4家客户

年内实现科创板上市

托管业务实现近年最佳增长 国际业务继续领跑

 托管总规模突破10万亿大关，规模增

量排名第2

 公募基金托管规模继续保持全行业第3、

股份制银行第1

 结售汇1495亿美元，同比增长7.9%；

国际收支收付汇256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跨境人民币收支量3252亿元，

同比增长32.0%，三大指标继续领跑股

份制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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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售业务转型势能持续释放

客户

规模

效益

个人客户1.1亿户 8.5%

私行客户5.1万户 22%

信用卡累计发卡量突破9200万张

个人管理资产2.3万亿元 8.9%

零售贷款余额1.89万亿元 9.3%

中信零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以财富管理业务为牵引，通过“五主”打造客户首选的财富管理主办行，

实现客户、规模、效益“三维”业绩均衡增长。

零售营业净收入796.1亿元，

较上年增长11.7%，占全行比

重40.9%，提升2.9个百分点。

“中信幸福财富” 让财富 有温度

打造“五主”的客户财富管理主办行

为客户提供预授信、

质押贷、消费金融

等综合融资服务

主融资

以资产配置为核心，

陪伴客户穿越长周期，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主投资

分客群提供精准服

务，着力专业服务

和非金融增值服务

主服务

涵盖线上线下场景，

更紧密客户交互，

提高客户活跃度

主活动

以场景为切入点，服

务客户结算账户，提

升客户粘性及活跃度

主结算

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客户洞察 科技赋能 敏捷组织 …

客户导向 价值导向

开放银行建设能力
生态场景

（安居、出行、党建等）
借势共赢

（优质合作伙伴）

集团协同能力

全金融牌照 “金融+实业” …“中信优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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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售业务转型势能持续释放

主结算：聚力提升MAU，提升客户粘性

持续强化支付场景建设，做大开放代发平台

E管家和跨境电商交易额双双超千亿
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连续六年同业第一

1115万户 1179万户 1340万户
1437万户

手机银行月活用户数 动卡空间月活用户数

• 党费通签约党委3000余个，服务党员超100万名。

• 打造发薪业务生态闭环，有效代发个人934万，

增幅73%。

• 发布“中信银行华为卡”，联结华为场景和生

态，上线73天进件破100万。

主投资：战略聚焦财富管理

• 家族信托市场份额占比达15%，排名同业前列；全权委托业务存

量规模434亿元，较上年增长71%。代销标准化产品规模达608亿

元，较上年增长105%。

集团协同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 集团统一的“中信幸福财富”品牌,整合子公司的“中信优享+”

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超1.15亿户。

专业投研投顾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服务

• 开放投研，推出“十分精选”基金优选体系，2020年末十分精

选权益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63.56%，固收+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

14.16%，并在万得资讯发布十分精选指数。

• 非货币基金累计销量较上年增长190%，保有量超千亿。

主融资：消费金融业务为牵引，
做大零售资产规模

• 个贷规模持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个
贷余额1.4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01
亿；个人信用贷款余额破1100亿；

• 个贷生态场景建设初见成效。构建“安
居生态”，贝壳渠道业务合作同业综合
排名持续第一；车场景余额年增76亿
元，创近年历史新高。

信用卡累计发卡

量突破9200万张，

新增获客处于同

业第一梯队，三

年复合增速23%

融入安居、出行等生态场景，为客户提
供便捷、无感的融资服务。

连接客户、场景、商户，为客户提供最
便捷的消费信贷服务。

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特色金融业务

移动客户月活数量持续增长

个人信贷业务

信用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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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售业务转型势能持续释放

养老金融：服务客户全生命周期

布局“个人养老资金筹备期”和“个人养老资金运用
期”，升级推出“幸福1+6”老年客群服务体系，服务老年
客户超1,600万户，对应管理资产余额1.28万亿。

出国金融：提供特色签证等服务

作为美国、英国等多国使馆签证业务的权威合作金融机构，
为客户提供特色签证、离境退税、出入境卡在线办理等特色服
务。沉淀优质客户超760万户，对应管理资产余额近1万亿元。

信守温度：诠释“有温度”的中信服务

升级推出“中信幸福财富”品牌，依托集团为客户打造综合服务平台。针对高净值客户，提供无限秘书、钻石管家等专属
服务。升级私人银行增值服务体系，使用人次超2万，钻石管家服务覆盖率达82%。

客户分层经营与分群经营并举，完善养老金融和出国金融服务体系，升级推出“中信幸福财富”品牌，为客户提

供“有温度”的服务。

数字化、智能化：提升服务效能

 企业微信全年添加零售客户数超240万。

 上线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资金用途主动管控等功能。

 AI机器人应用于200余个业务场景，智能外呼机器人累计外呼量超9,000万次。

线下生态：延展服务半径  推进网点三公里场景建设，形成“党建+社区” “党建+企业”为主的十大核心场景。

主服务和主活动：紧密客户关系，提供“有温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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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满额投放、拉长久期”策略，年初将全年

额度500亿一次性投出，并及时根据利率回调情况

获利了结，债券业务实现收入100.6亿元，同比增

长36%。

 抓二季度利率低点果断集中吸收中长期资金，三

季度利率回调阶段重点推动成本较优存款产品上

量，多措并举将负债成本率压至2.23%，同比减

少利息支出42.9亿元。

 抓住5月后利率回调加大存量债券流转，把握6月

份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加大交易力度，实现汇利率

交易价差35.6亿元，同比增长61%；把握利率阶段

性低点，流转票据7,022亿元、同业借款195亿元，

获得价差收入超8亿元。

三、金融市场业务抓机会能力明显提升

经营效益显著提升

 金融市场板块实现营收227.1亿元，增长16.6%；
对全行营收贡献11.7%，比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

经营效益

2019年

194.8亿

2020年

227.1亿
增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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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市场业务抓机会能力明显提升

 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多层次的汇率风险管理解决
方案，协助客户做好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2020年外汇做市交易量1.69万亿美元，银行间外汇做
市排名保持市场前列。

外汇业务

 强化市场预判，有效把握市场波动节奏，及时进行收
益锁定，交易账户全年组合回报水平大幅跑赢市场基
准，有效巩固了银行间市场核心做市商地位。

债券业务

票据业务

货币市场业务

 紧跟对公客户融资需求，持续优化客户体验，助力实
体经济提升融资效率，服务实体能力显著增强。

 票据直贴量突破1万亿，居股份制银行第2，累计服务
对公企业突破1万户，其中1/3为制造业企业。

 积极开展人民币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等交易业务，巩
固和提升货币市场核心交易商地位。

 2020年货币市场总交易量25.3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
量累计达7352亿元，增长37%，排名市场前列。

市场地位进一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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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势研判

 国际经济缓慢复苏，但仍有不确定性

• 2021年，各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出

台，预计全球经济将走出低谷。但要密切关

注疫情反弹等不确定性风险。

• 中美经贸摩擦或将长期持续，美国新政府对

华遏制政策虽边际调整，但总体打压围堵态

势难以彻底逆转。

• 主要经济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全球流动

性持续攀升，债务积累将增加金融脆弱性，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或将加剧。

 国内经济回暖向好，金融监管从严

• 中央提出加速构建双循环格局，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国内经济回暖向好。

• 财政政策积极发力，重点支持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

建设，助力中小企业纾困发展。

•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强调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

• 金融监管持续从严：

 引导加大不良处置，将实施风险分类新规，标准更

严、处罚更明确；

 资本监管加码，出台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和系统重要

性银行评估办法，银行资本达标压力加大；

 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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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2023年战略规划

愿景：建设“有担当、有温度、有特

色、有价值”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提

供者。

指导思想：以高科技驱动为引擎，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价值创造为

主线，加强党建引领发展，加强协同

融合发展，加强轻型集约发展。

新三年战略规划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改 革

发展
路径

推进数字化转型和轻资本转型转 型

打好资产质量管控攻坚战

打好客户拓展和深度经营攻坚战

打好重点区域发展攻坚战

攻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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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重点工作

2021年全行将贯彻“坚持党建引领、支持实体经济、打造价值银行” 三大经营导向，

聚焦“四大经营主题”，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为新三年规划全面实施开好局、起好步，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2021年
经营管理思路

增中收，加快轻
资本业务发展

21
稳息差，加强存贷

款利率管理

3
去包袱，打赢问题资产

化解处置攻坚战
• 有效控制存款成本，加强

“以价补量”。力争存款成

本率和净息差变动幅度优于

同业,弥补资产收益下行对息

差的冲击。

• 加强能力建设，积极拓展重点

轻资本业务，力争代销、支付

结算、托管、理财等重点轻资

本收入增长跑赢大市。以资本

约束统筹各项业务安排，继续

压降综合风险权重。

• 抓住时间窗口，加速表内不

良贷款和资管风险资产化解

处置，提升已核销资产清收

能力。力争资产质量持续改

善，不良率、问题贷款率比

上年有所下降。

4
做客户，深化客户分类

分层经营

• 加强体系建设，深化分类

分层经营，抓好重点目标

客群拓展，进一步稳固客

群基础。

重点工作任务
狠抓落地实施 聚力科技赋能 深化业务协同 严守风险底线

坚持合规经营 改革考核激励机制 提高党建质量 坚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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