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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银行简介

本行成立于 1992年 8月，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本行于 2010年 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

票代码 601818）、2013年 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818）。

本行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加快产品、渠道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在资

产管理、投资银行、电子银行和信用卡业务等方面培育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基

本形成了各业务主线均衡发展、风险管理逐步完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经营格局。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已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1,252家，实现境内省级行政区域服

务网络的全覆盖，机构网点辐射全国 136个经济中心城市。紧跟“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加快国际化布局，香港分行、首尔分行、光银国际、光银欧洲、卢森堡分行

相继开业运营；社会责任日益彰显，持续多年支持“母亲水窖”公益活动在社会上

产生较大影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8年发布的“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

中，本行位列第 39位，比上年提升 10位。

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进程，本行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不断提

升，在为广大客户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已成为一家运作规范、颇具影响力的上市银行。

1.2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 6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

1.3披露声明

本报告是按照银保监会监管规定中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及规则而非财务会计准则

编制，因此，报告中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

较。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行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前瞻性陈述。这些陈

述乃基于现行计划、估计及预测而作出，与日后外部事件或本行日后财务、业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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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表现有关，可能涉及的未来计划亦不构成本行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故投资者

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不应对其过分依赖。

2.资本和资本充足率

2.1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行未并表（以下简称本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本行境内外所有分支机

构。本行并表（以下简称本集团）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本行以及符合《资本管

理办法》规定的本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

2.1.1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按照监管要求，本集团在计算并表资本充足率时，不同类型被投资机构并表处

理方法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投资机构类别 并表处理方法

1
拥有多数表决权或

控制权的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除外)
纳入并表范围

2
拥有多数表决权或

控制权的保险公司

不纳入并表范围，从各级资本中对应扣除资本投资；若存在资本缺

口，扣除相应的资本缺口

3
对金融机构的大额

少数资本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将核心一级资本投资合计超过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净额 10%的部分扣除，其他一级资本投资和二级资本投资应从相应

层级资本中全额扣除，未达到门槛扣除限额的部分计算风险加权资

产

4
对金融机构的小额

少数资本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将投资合计超出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0%的部

分从各级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未达到门槛扣除限额的部分计算风

险加权资产

5
对工商企业的少数

股权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计算风险加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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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监管并表与财务并表的差异

根据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和工商企业不应纳入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由于本行

不存在上述子公司，因此监管并表范围与财务并表范围一致。

2.1.3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序号 被投资机构名称 注册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湖北武汉 4,680 90% 租赁业务

2 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香港 2,267 100% 投资银行

3 韶山光大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韶山 105 70% 银行业务

4 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 70 70% 银行业务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欧洲) 卢森堡 156 100% 银行业务

6 江西瑞金光大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瑞金 105 70% 银行业务

2.1.4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报告期内，本行持有多数股权或拥有控制权的被投资金融机构不存在监管资本

缺口，且不存在集团内资本转移限制的情况。

2.2资本充足率

2018年末，本集团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计算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1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资本充足率 13.01%，均满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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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本管理办法》计量的并表和未并表资本充足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89,638 279,076 273,026 265,737

一级资本净额 319,659 309,023 303,038 295,684

总资本净额 412,012 400,663 385,524 377,38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15% 9.03% 9.56% 9.5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 9.99% 10.61% 10.57%

资本充足率 13.01% 12.96% 13.49% 13.49%

2.3资本构成

2.3.1主要资本构成项

2018年末，本集团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计量的并表资本构成情况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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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292,093

实收资本 52,489

资本公积 53,533

盈余公积 24,371

一般风险准备 54,036

未分配利润 100,29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52

其他 6,816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2,455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1,281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1,171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89,638

其他一级资本 30,021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29,947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4

一级资本净额 319,659

二级资本 92,353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62,87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29,33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47

二级资本扣除项目 -

总资本净额 412,012



第 8 页

根据原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附件 2《关于

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的规定披露的信息请参见本报告附件，包

括资本构成、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有关科目展开说明

表以及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2.3.2门槛扣除限额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集团相关资本投资及净递延税资产余额均未超过门

槛扣除限额，无需从资本中进行扣除。相关门槛扣除限额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使用门槛扣除法的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限额 与上限

的差额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

本投资
3,877

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的 10% 28,964 25,087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352

其他一级资本 504

二级资本 3,021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

资本投资
-

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的 10% 28,964 28,964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其他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

递延税资产
10,791 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的 10% 28,964 18,1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

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

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

延税资产未扣除部分

10,791 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的 15% 43,446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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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管规定，权重法下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不得超过信用风

险加权资产的 1.25%。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集团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

失准备为 293亿元，符合监管要求。相关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计量方法 项目 金额

权重法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29,336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36,339

若未达到可计提上限,与上限的差额 7,003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29,336

2.3.3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2018年 7月，本行向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9.9亿元；2018年

11月，本行向其再次增资人民币 9.9亿元。

2018年 8月，本行向江西瑞金光大村镇银行注资人民币 1.05亿元。江西瑞金光

大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亿元，本行持股比例为 70%。

2018年 11月，本行向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港币 10亿元。

2018年 12月，本行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注资人民币 2.5亿元。

2.3.4实收资本变化情况

本行关于报告期内的股本变动情况，请参见 2018年年度报告“普通股股本变动

及股东情况”的相关内容。

2.4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本行已向监管机构提交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申请，在获得批准前，依据监管

要求，本行采用信用风险权重法、市场风险标准法和操作风险基本指标法计量风险

加权资产。2018年 12月 31日，本集团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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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936,448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44,91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85,307

合计 3,166,668

2.5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整体框架包括治理架构、政策制度、风险识别和评

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监测与报告体系等主要内容。在综合考量和评估银行所

面临的各类实质性风险的基础上，衡量资本与风险的匹配水平，建立风险与资本统

筹兼顾的管理体系，确保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持续保持与自身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资本

水平。本行按年实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持续推进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方法论的改进

优化，目前已形成较为规范的治理架构、健全的政策制度、完整的评估流程、定期

监测报告机制及内部审计制度，符合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

核心要求，能够确保主要风险得到充分识别、计量或评估、监测和报告，资本水平

与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化趋势

和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

2.6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在资本规划方面，根据监管政策及经营环境变化，本行动态修订完善中长期资

本规划，并以此为纲领，指导全行资本管理工作。本行资本管理规划的主要目标包

括：一是持续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并从可用资本角度为银行正常经营发展预留合理

空间；二是确保本行资本水平与承担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三是确保

本行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化趋势和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四是综合运用各

类资本工具，优化本行资本总量和结构，持续强化本行资本内生能力、并结合合理

的筹融资策略，控制资本成本；五是实施全行资本绩效评估，强化资本使用效率，



第 11 页

通过资本配置、风险定价和绩效评价等手段，充分保障资本回报水平；六是适度实

施逆周期资本管理，通过主动的资本管理平滑周期波动对本行持续稳健经营的影响。

本行依据中长期资本规划确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制定年度资本充足率

管理计划并将其纳入年度综合经营计划，确保年度资本管理计划与各项业务计划相

适应，并保证资本水平高于内部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本行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水平

进行动态监控、分析和报告，与内部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进行比较，采取包括合理

把握资产增速、调整风险资产结构、提高内部资本积累、从外部补充资本等各项措

施，确保本集团和本行的各级资本充足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和内部管理需要，抵御

潜在风险，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全面风险管理

本集团建立并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了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

晰的风险治理架构，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

门和内审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建立了多层次、相互衔接、有效制衡的运

行机制。

董事会是本集团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确定本集团的总体风险管理战

略和重大决策，确定本集团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审核高级管理层所制定的风险防范

措施，决定本集团的基本管理制度和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审查管理层、审计机构和监管部门提供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检讨内部控制体系的

有效性并提出改善意见，督促高级管理层持续改进本行内部控制体系。董事会通过

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机构履行其风险管理职能。

监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负责监督检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风

险管理方面的履职尽责情况并督促整改。

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负责根据董事会核准的风险管理策

略，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制定、落实各类风险管理政策、制度、细则和限额，并实

施管理，确保对于各类风险的有效管控。高级管理层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各自负责协

调、组织和监督其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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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按照“全面、全程、全员”管理的要求，建立了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领

导下的“三道防线”的风险管理框架。业务/产品条线作为第一道防线，承担风险管

理的直接责任；风险管理职能部门作为第二道防线部门，承担制定政策和流程，监

测和管理风险的责任；内审部门承担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履职情况的审计责任。

本集团风险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图如下：

董事会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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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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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用风险

4.1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对本集团的义务或承诺而

使本集团可能蒙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来自贷款组合、债券投资组合及各种

形式的担保。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目标是通过有效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过程，

把信用风险控制在风险偏好范围内，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业务部、战略客户与投资银行部、普惠金融事业部和零售业务部等业务条

线部门按照本集团风险管理制度规定与流程开展对公、零售信贷业务。业务条线部

门为信用风险的直接承担部门，是风险内控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在客户关系及具体

业务存续期内独立进行全过程管控，对业务的合规性、安全性承担第一位的责任。

本集团从事信用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风险管理部、信贷审批部、授信

管理部、资产保全部等部门，是信用风险管理的第二道防线，承担统筹督导和审核

把关责任。信用风险管理职能部门按照“政策技术-审查审批-贷中贷后-清收保全”

的基本流程确定部门职能定位。

本集团审计监察部门是风险管理的第三道防线，承担监督评价责任。

4.2信用风险暴露

本集团根据《资本管理办法》中权重法的相关规定确定适用的风险权重，对合

格缓释工具覆盖的部分采用缓释品适用的风险权重，并计算风险加权资产。2018年

末，本集团信用风险暴露按照客户主体划分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主体分类 缓释前风险暴露 缓释后风险暴露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276,247 4,065,511

现金类资产 393,999 393,999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72,963 172,963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143,641 143,478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620,686 58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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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分类 缓释前风险暴露 缓释后风险暴露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31,854 31,854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714,624 1,544,819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6,948 6,447

对个人的债权 1,040,203 1,036,280

股权投资 1,550 1,550

资产证券化表内项目 44,295 44,295

其他表内项目 105,484 105,484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696,728 387,545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3,988 3,988

合计 4,976,963 4,457,044

2018年末，本集团表内外信用风险暴露按照风险权重划分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风险权重 缓释前风险暴露 缓释后风险暴露

0% 1,076,056 776,692

20% 344,247 339,183

25% 238,571 228,753

50% 379,031 379,031

75% 715,927 711,503

100% 2,206,433 2,005,184

150% - -

250% 11,016 11,016

400% 1,182 1,182

625% - -

938% - -

1250% 512 512

合计 4,972,975 4,45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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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本集团持有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级资本工具、对工商企业的股权

投资、非自用不动产的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缓释前风险暴露 缓释后风险暴露

持有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 3,148 3,148

核心一级资本 - -

其他一级资本 377 377

二级资本 2,771 2,771

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 1,197 1,197

非自用不动产 175 175

合计 4,520 4,520

4.3信用风险缓释

信用风险缓释政策和流程

本行通常运用抵质押品和保证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这些信用风险缓释

工具有效覆盖了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暴露。本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缓释管理政策

制度体系，对于不同业务担保的贷前、贷中、贷后各阶段的管理要求进行了规范，

切实做到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有效认定和管理，确保其可以降低信用风险。

抵质押品类型

本行 2017年启动押品数据标准化工作，2018年制定《中国光大银行授信业务押

品管理办法》明确抵质押品必须符合和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认可的信用

风险缓释工具认定标准及管理要求；同时明确本行接受的抵质押品分类按担保方式

分为质押品、抵押品两大类，并下设三级目录。其中，质押品包含现金及其等价物、

贵金属、债券、股权和基金、票据、应收账款等；抵押品包含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在建工程及在建运输工具、经营权、设备等。

估值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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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押品价值评估应坚持客观、独立和审慎的原则，评估价值不能超过当前合

理的市场价值，并根据押品的价值波动特性确定重新估值的方式和频率。押品价值

评估包括贷款发放前对押品价值的初次评估和贷后对押品价值的重新评估。

贷前初次评估时要求凡向本行申请办理抵质押授信业务的客户，所提供的押品

都应进行价值评估，并以本行审批部门认定的评估价值作为抵质押率确定的依据。

贷后押品重估要求分行应根据不同押品的价值波动特性，合理确定价值重估频率，

每年应至少重估一次。其中，对于价格波动较大的押品适当提高重估频率。

保证人的主要类型、资信情况

保证人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本

行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对保证人资格准入、担保能力评估、监控管理以及债务追偿等

进行规范，有效控制和降低授信风险。

资本计量

本集团在计量权重法下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仅考虑《资本管理办法》中认

可的权重法下的合格抵质押品或合格保证人的风险缓释作用，2018年末，本集团权

重法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缓释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现金类资产

我国中央

政府、中

国人民银

行、我国

政策性银

行

我国公共

部门实体

我国商

业银行

其他国

家和地

区的中

央政府

和中央

银行

其他国家

和地区注

册的商业

银行和公

共部门实

体

多边开

发银行、

国际清

算银行

及国际

货币基

金组织

表内信用风

险
139,519 32,746 410 38,055 - 6 -

表外信用风

险
299,362 3 - 9,818 - - -

交易对手信

用风险
- - - - - - -

合计 438,881 32,749 410 47,87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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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贷款质量及贷款减值准备

逾期贷款是指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返还给贷款人的款项。2018年末，

本集团逾期贷款余额 569亿元。

本集团采用贷款风险分类方法监控贷款组合风险状况。贷款按风险程度总体分

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及损失五类。最后三类被视为不良贷款和垫款。2018年

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384亿元。

本集团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评估贷款的减值损失。关于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

方法，请参见 2018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内容。

2018年，本集团贷款减值准备金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阶段一

(12个月预期

信用损失)

阶段二

(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

阶段三

(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
合计

2018年 1月 1日 (18,666) (18,271) (21,134) (58,071)

转至阶段一 (1,073) 1,048 25 -

转至阶段二 867 (898) 31 -

转至阶段三 164 3,038 (3,202) -

本年计提 (7,412) (7,137) (24,318) (38,867)

本年转回 2,785 956 412 4,153

本年处置 - - 10,149 10,149

本年核销及转出 - - 16,162 16,162

收回以前年度核销 - - (1,527) (1,527)

已减值贷款利息收入 - - 792 792

2018年 12月 31日 (23,335) (21,264) (22,610) (67,209)

注：上述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于 2018
年 12月 31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余额为人

民币 4.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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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在交易的现金流最终交割前违约的风险，包括

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

险和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在与本行发生衍生工具交易前，需满足本行客户准入标准的相关规定。

本行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风险管理水平、资本实力等进行全面评价，核定授信

额度并定期审核。在进行具体交易时，本行需事先查询交易对手的授信额度是否充

足。

对部分场外衍生工具交易，本行与交易对手依据双方监管要求签订 ISDA主协议

下的信用支持附件（CSA），规定抵押品的交换规则以降低信用风险。双方根据监

管合规要求定期对存续交易敞口进行估值，经双方确认后以估值结果决定抵押品的

交割金额。交易对手信用评级下调与抵押品互换情况并无固定联系，需根据协议条

款内容而定。如协议条款中无相关表述，则交易对手信用评级下调不对双方抵押品

互换产生影响；如协议条款中包含相关表述，则根据协议规定对抵押品数量进行调

整。

5.市场风险

5.1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商品价格和股票价格等）的不利变动

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本集团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为利率风险

和汇率风险。本集团的市场风险管理目标是根据董事会确定的风险偏好，有效管理

本行承担的市场风险，实现经风险调整回报率的最大化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本集团持续完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对市场风险的

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的能力；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流程，明确各

类业务相关市场风险管理策略；优化市场风险限额结构，持续监测、控制及报告限

额执行情况，各项市场风险监控指标均处于偏好许可范围内；加强利率风险和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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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研判，持续跟踪市场化业务风险暴露及变化趋势；构建债券预警系统，防范信

用债违约事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评估在极端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

5.2市场风险计量
本集团依据监管要求，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本集团按照《资本

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分别计量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和股票风险的资

本要求，并单独计量以各类风险为基础的期权风险的资本要求。本集团并表范围内

各类型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利率风险 2,790

股票风险 -

外汇风险 757

商品风险 -

期权风险 3

交易账簿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43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总额 3,593

6.操作风险

6.1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

损失的风险。本定义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本集团操作风

险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在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加强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操作

风险衡量方法、管理工具及政策体系，减少或缓解操作风险损失，将操作风险控制

在适当水平，为业务发展提供健康的内部运营环境。

本集团已经建立了层次化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以全面识别、评估、控制、管理

和报告所有业务环节的操作风险。这套体系覆盖了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交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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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支付结算、代理服务、资产管理等全部业务条线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管理、法律事务、反洗钱管理、行政办公管理等全部支持辅助性活动。该体系的

主要内容如下：

 在高级管理层领导下的、前中后台各司其职的、层次化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

 以操作风险管理基本政策为核心的、覆盖操作风险管理各个领域的较为完整

的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针对各类业务和管理活动建立的标准化的、可操作的和可追踪的并定期进行

重检和修订的标准作业流程；

 以操作风险控制自我评估（RCSA）、关键风险指标（KRI）、损失事件收

集等为主的操作风险管理工具体系；

 以“有效的风险管理创造价值”为核心的操作风险管理文化，以各分支行、

各业务及职能条线部门的操作风险管理岗位为依托的专业操作风险管理团

队；

 操作风险管理绩效考核机制和对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追究和处分的全员

问责制度；及

 以内部审计和合规检查为基础的独立的风险评估体系。

本集团按照风险控制自我评估工具和评估流程的要求，定期开展风险自评估；

坚持“层次化管理、突出重点”的总体原则，强化业务及职能部门作为“第一道防

线”的操作风险管理职责；注重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收集、汇总、分析工作，对内

外部重要操作风险及时预警、提示、报告、处置，严防重大操作风险事件和案件的

发生；持续重检操作风险关键指标，开展指标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工作；完善重大事

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6.2操作风险计量

本集团依据监管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2018 年末，本

集团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1,853 亿元,资本要求为 1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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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产证券化

7.1资产证券化业务

本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目标是根据全行信贷结构调整方案，优化资产组合、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等。本行参与资产证

券化业务的方式主要包括作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起机构和贷款服务机构、主承销

商以及投资机构。

作为发起机构和贷款服务机构

本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起机构承担的风险主要是根据监管要求持有的部分

证券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风险均已完全通过证券化操作转移给其

他实体。

作为发起机构，本行参与项目资产池构建、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发行材

料制作、监管备案及审批、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等工作，并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参与

发行后贷款后续管理、本息划付、出具贷款服务报告等工作。本行按照要求进行信

息披露。

本行银行间资产证券化产品均采用“双评级”。报告期末尚未结清的信贷资产

证券化项目中，光盈 2017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光盈 2017年第二期信贷资

产支持证券、阳光 2018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机构均为中债资信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主承销商

作为主承销商，本行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按相

关规定和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勤勉尽责，完成资产支持证券销售和分销等工作。

作为投资者

作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本行通过购买、持有资产支持证券获取投资

收益、丰富组合结构，并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本行根据

年度投资策略及证券的风险收益情况，决定投资金额和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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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会计政策请参见 2018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

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内容。

7.2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截至 2018年末，本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传统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合成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作为发起机构 386 -

作为投资者
银行账簿 43,909 -

交易账簿 2,670 -
合计 46,965 -

截至 2018年末，本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证券化基础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基础资产类型
基础资产

暴露余额

基础资产

不良余额

基础资产

逾期余额

报告期

确认的损失 1

对公信贷资产 1,994 - - -
信用卡分期资产 393 25 53 -
合计 2,387 25 53 -

注：1、报告期确认的损失指报告期内针对证券化资产计提的减值、核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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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风险相关信息

8.1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本集团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计量的银行账簿股权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被投资机构类型 公开交易股权 1 非公开交易股权 1 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损益 2

金融机构 - 352 -

非金融机构 815 1,300 (917)

合计 815 1,652 (917)

注：1、公开交易股权投资是指被投资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非公开交易股权投资是指被投

资机构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

2、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损益是指资产负债表已确认而损益表上未确认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

关于股权投资会计政策请参见 2018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的相关内容。

8.2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本集团区分银行账簿和交易账簿，并根据银行账簿和交易账簿的不同性质和特

点，采取相应的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方法。交易账簿包括本集团拟于

短期内出售、从实际或预期的短期价格波动中获利或锁定敞口的投资。银行账簿包

括除交易账簿以外的业务。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

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

权性风险。

利率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利率变动对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的潜在负面

影响。在计量和管理风险方面，本集团综合运用敏感性缺口分析、压力测试和有效

久期分析等多种方法计量和监控各类利率风险，定期评估各档期利率敏感性重定价

缺口以及利率变动对本行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的影响。

本集团采用敏感性分析衡量利率变化对本集团净损益及股东权益的可能影响。

在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于 2018年 12月 31日假定利率上升 100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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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净利润减少人民币 12.22亿元，股东权益减少人民币 48.20亿元；利率下降 100

个基点将导致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12.67亿元，股东权益增加人民币 50.74亿元。

上述敏感性分析基于本集团的资产和负债具有静态的利率风险结构。有关的分

析仅衡量一年内利率变化，反映为一年内本集团资产和负债的重新定价按年化计算

对本集团净损益和股东权益的影响。上述敏感性分析基于以下假设：

–资产负债表日利率变动适用于本集团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及非衍生金融工具；

–资产负债表日利率变动 100个基点是假定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下一个完整年度内

的利率变动；

–收益率曲线随利率变化而平行移动；

–资产和负债组合并无其他变化；

–其他变量（包括汇率）保持不变；及

–不考虑本集团进行的风险管理措施。

由于基于上述假设，利率增减导致本集团净损益和股东权益出现的实际变化可

能与此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不同。

8.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虽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

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本集团根据流动

性风险管理政策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监测，并确保维持适当水平的优质流动性资产。

本集团整体的流动性情况由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由本行行长担

任主席，负责按监管要求和审慎原则制定流动性政策。政策目标包括：维持稳健充

足的流动性水平，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在正常经营环境或压

力状态下，都能及时满足各类业务的支付义务和流动性需求，有效平衡资金的效益

性和安全性；及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发展，对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做出及时合理的

调整，在确保流动性的前提下，适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实现银行资金

“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统一。

资产负债管理部牵头执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负责制定并及时修订流动性风

险管理策略，负责对全行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缓释管理。并负责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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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管理与预测，保持适当水平的流动性储备。遇有重大的支付危机或结构性变化

时须及时向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作出汇报并提出建议。

本集团积极促进核心存款等稳定负债来源的增长，并通过适时发行各类债券等

手段持续推动负债结构优化，不断拓宽负债渠道，增强多样化的主动负债能力，提

升全行资金来源稳定性，确保负债总量适度、来源稳定、结构多元、期限匹配，有

效防范市场冲击。

本集团主要采用流动性缺口分析衡量流动性风险，持续做好限额监测及动态调

控，同时采用不同的情景的压力测试以评估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并制定有效的应急

预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流动性风险。

2018年末，本集团资产与负债根据相关剩余到期日分析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无期限
实时

偿还

1个月以

内

1个月至

3个月

3个月

至 1年
1年至

5年
5年
以上

合计

总资产 350,344 715,530 227,821 228,534 847,397 1,099,534 888,172 4,357,332

总负债 - 1,344,158 471,352 458,656 1,310,776 380,956 68,961 4,034,859

净头寸 350,344 (628,628) (243,531) (230,122) (463,379) 718,578 819,211 322,473

衍生金

融工具

的名义

金额

- - 501,608 608,087 1,636,249 592,720 160 3,338,824

2018年末，本集团流动性覆盖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流动性覆盖率 118.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407,191

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量的年末数值 34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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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薪酬

9.1薪酬定性信息

在坚持业绩导向、市场化导向的基础上，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建立本行薪酬体系，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福利三部分组成。本行薪酬分配向经

营一线和利润中心倾斜，以吸引和激励关键岗位、核心岗位人员。

本行对员工的薪酬分配与所聘岗位承担的责任与风险程度挂钩，不同类型员工

实行不同的薪酬结构。员工薪酬分配与业绩、风险、内控、能力等综合绩效考核结

果挂钩，抑制员工冒险冲动和短期行为，倡导良性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本行风险

和合规部门员工的薪酬依据其价值贡献、履职能力和业绩表现等因素确定，与其监

管业务无直接关联、与其他业务领域保持独立。

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根据本行《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核定和发放。

具体薪酬分配方案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其中，董事的薪酬

方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监事薪酬根据本行《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核定和发放，具体薪酬分配方

案经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后提交监事会审议，报股东大会批准。

2018年末，薪酬委员会由 6名委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

成员包括独立董事乔志敏（主任委员）、谢荣、霍霭玲、冯仑、王立国和非执行董

事李晓鹏。

薪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拟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制度，向董事会

提出建议并监督实施；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向董事会提出考核、

评价建议；提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建议并报董事会批准；审查涉及本

行工资、福利方面的基本制度，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监督实施等。

9.2薪酬定量信息

报告期内，薪酬委员会共召开 4 次会议（其中现场会议 2 次，书面传签会议 2

次），审议议题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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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薪酬情况、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和年度薪酬情况

请参见 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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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表

10.1资本构成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具体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 52,489 k

留存收益 178,703

盈余公积 24,371 o

一般风险准备 54,036 p

未分配利润 100,296 q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60,349 l+m

资本公积 53,533

其他综合收益(含其他权益工具可计入部分) 6,81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52 r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92,093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1,281 g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1,171 e-f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3 i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2,455

核心一级资本 289,638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29,947

其中：权益部分 29,947 n

其中：负债部分 -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4 s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30,021

其他一级资本 30,021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319,659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62,870 j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6,70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47 t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29,33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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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代码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92,353

二级资本 92,353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412,012

总风险加权资产 3,166,668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1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

资本充足率 13.01%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2.50%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4.15%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资本充足率 8.0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3,877 c+d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扣除递延税负债)
10,791 h-i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36,339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以及应收融资租赁款损失

准备金额
68,833 a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29,336 b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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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

银行集团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差异。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本集团

资产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66,575 353,703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41,005 44,754

贵金属 23,628 40,352

拆出资金 96,685 148,816

衍生金融资产 15,212 4,51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7,773 91,441

应收利息 - 28,576

发放贷款和垫款 2,361,278 1,980,818

应收融资租赁款 63,333 56,364

金融投资 1,301,080 1,297,936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222,737 24,196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债务工具
153,987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权益工具
367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923,989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14,547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344,617

- 应收款项类投资 - 514,576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18,241 14,929

无形资产 1,265 1,092

商誉 1,281 1,2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794 7,596

其他资产 19,182 16,072

资产总计 4,357,332 4,08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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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本集团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267,193 232,50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90,091 577,447

拆入资金 152,037 106,7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54 -

衍生金融负债 14,349 6,55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0,411 45,581

吸收存款 2,571,961 2,272,665

应付职工薪酬 8,028 8,412

应交税费 5,666 4,932

应付利息 - 40,206

预计负债 2,258 317

应付债券 440,449 445,396

其他负债 42,062 42,001

负债合计 4,034,859 3,782,807

股东权益

股本 52,489 52,489

其他权益工具 35,108 35,108

其中：优先股 29,947 29,947

资本公积 53,533 53,533

其他综合收益 1,655 (1,845)

盈余公积 24,371 21,054

一般风险准备 54,036 52,257

未分配利润 100,296 92,164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321,488 304,760

少数股东权益 985 676

股东权益合计 322,473 305,43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357,332 4,08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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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有关科目展开说明

监管资本项目与资产负债表对应关系依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

监管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银监发[2013]33号）中《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

披露的监管要求》进行披露。银行集团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

表没有差异。有关科目展开说明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具体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代码

发放贷款和垫款以及应收融资租赁款 2,424,611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以及应收融资租赁款总额 2,493,444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以及应收融资租赁款

损失准备金额
68,833 a

其中：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

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29,336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权益工具
367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

投资未扣除部分
352 c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222,737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未扣除部分
3,525 d

无形资产 1,265 e
其中：土地使用权 94 f

商誉 1,281 g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794 h
其中：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

净递延税资产
3 i

已发行债务证券 440,449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部分 62,870 j

股本 52,489 k
资本公积及其他综合收益 55,188 l
其他权益工具 35,108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5,161 m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29,947 n

盈余公积 24,371 o
一般风险准备 54,036 p
未分配利润 100,296 q
少数股东权益 985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552 r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74 s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 147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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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股)

普通股

(H股)
优先股

长期次

级债

二级资

本债

二级资

本债

二级资

本债

可转换公

司债券

发行人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标识码 601818 6818 360013/36002
2 1218003 1428006 1728003 1728013 113011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

监管处理

适用《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
过渡期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适用《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
过渡期结束后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工具类型
普通股 普通股 优先股 次级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可计入监管资本

的数额(最近

一期报告日)
39,810 12,679 29,947 6,700 16,200 28,000 12,000 5,161

工具面值 39,810 12,679 30,000 6,700 16,200 28,000 12,000 30,000
会计处理

股本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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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资本工具

的主要特征

普通股

(A股)

普通股

(H股)
优先股 长期次级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

本债

二级资

本债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初始发行日

2010/8/18 2013/12/20

光大优 1
2015/6/19
光大优 2
2016/8/8

2012/6/7 2014/6/9 2017/3/2 2017/8/25 2017/3/17

是否存在期限(存
在期限或永续) 永续 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其中：原到期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7/6/8 2024/6/10 2027/3/6 2027/8/29 2023/3/16
发行人赎回(须经

监管审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赎回日期

(或有时间赎回

日期)及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6/8
6,700

2019/6/10
16,200

2022/3/6
28,000

2022/8/29
12,000 无固定期限及额度

分红或派息

其中：固定或浮

动派息/分红
浮动分红 浮动分红 浮动派息/分红 固定派息 固定派息 固定派息 固定派息 固定派息

其中：票面利率

及相关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光大优 1前五

年 5.30%
光大优 2前五

年 3.90%

5.25% 6.20% 4.60% 4.70%

第一年：0.2%、第二年：

0.5%、第三年：1.0%、

第四年：1.5%、第五年：

1.8%、第六年：2.0%
其中：是否存在

股息制动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是否可自

主取消(完全或

部分)或强制

有自由裁

量权

有自由裁量

权
有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

量权

无自由裁

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其中：赎回激

励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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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资本工具的

主要特征

普通股

(A股)

普通股

(H股)
优先股

长期次

级债

二级资

本债

二级资

本债

二级资

本债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分红或派息(续)

其中：累计或非

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触发

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或二级资

本工具触发事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全部转股

还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发生时可

全部转股或部分转股,二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发生时全部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全部转股或部分转股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价格

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审议通过其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行 A股普通

股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初始强制转股价

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36元/股,

当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转

股价格将按照募集说明书中列示

公式进行调整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是否为强

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后工

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普通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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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资本工具的主要特

征

普通股

(A股)

普通股

(H股)
优先股 长期次级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分红或派息(续)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转换后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

是否减记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

记触发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不适用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部

分或全额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不适用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永

久或暂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不适用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

偿顺序更高级的工具类

型)

最后 最后

在存款人、一

般债权和二

级资本工具

之后,普通股

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

般债权人之后,

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工

具和混合资本

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般

债权人之后,股

权资本、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和混

合资本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

般债权人之后,

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工

具和混合资本

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般

债权人之后,股权

资本、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和混合资

本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之后,等

同于一般债权,在

二级资本工具、股

权资本、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之前

是否含有暂时的不合格

特征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特

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含有利率跳升

机制,不含减记

和转股条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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