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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中国证券报》网站（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站（www.stcn.com）、《上海

证券报》网站（www.cnstock.com）、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

（www.cmbchina.com）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8月19日以远程视频电话会议方式召开。缪建民董事长主持

了会议，会议应参会董事13名，实际参会董事13名。本公司8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2022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币种为人民币。 

2 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 

A 股股票简称 招商银行 H 股股份简称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代码 600036 H 股股份代号 03968 

A 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股份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董事会秘书 王良 证券事务代表 夏样芳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电话 +86 755 8319 8888 

电子邮箱 cmb@cmbchina.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人民币百万元，特别注明除外）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年1-6月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 179,091 168,749 6.13 148,353 

营业利润 83,638 76,242 9.70 63,028 

利润总额 83,624 76,323 9.57 62,838 

净利润 70,002 61,648 13.55 50,07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9,420 61,150 13.52 49,7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9,201 60,941 13.55 49,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624 6,322 1,966.18 25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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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计（人民币元）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1)

 2.67 2.35 13.62 1.97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 2.67 2.35 13.62 1.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 

基本每股收益 2.67 2.34 14.10 1.9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 0.25 1,972.00 10.08 

财务比率（%）（年化）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46 1.42 增加0.04个百分点 1.29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

 18.07 18.06 增加0.01个百分点 16.94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7 18.06 增加0.01个百分点 16.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1 18.00 增加0.01个百分点 16.92 

 

 

（人民币百万元，特别注明除外）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本期末比 

上年末 

增减(%) 

2020年  

12月31日  

规模指标     

总资产 9,724,996 9,249,021 5.15 8,361,448 

贷款和垫款总额
(2)

 5,931,807 5,570,034 6.49 5,029,128 

正常贷款 5,875,421 5,519,172 6.45 4,975,513 

不良贷款 56,386 50,862 10.86 53,615 

贷款损失准备 256,027 246,104 4.03 234,664 

总负债 8,829,330 8,383,340 5.32 7,631,094 

客户存款总额
(2) 

 7,037,185 6,347,078 10.87  5,628,336 

公司活期存款 2,804,113 2,652,817 5.70  2,306,134 

公司定期存款 1,644,872 1,406,107 16.98  1,289,556 

零售活期存款 1,670,011 1,557,861 7.20  1,400,520 

零售定期存款 918,189 730,293 25.73  632,126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888,032 858,745 3.41 723,750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1)

 30.17 29.01 4.00 25.36 

资本净额（高级法） 995,735 972,606 2.38 821,290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730,081 704,337 3.66 610,092 

风险加权资产（考虑并行期底线要求） 5,926,077 5,563,724 6.51 4,964,542 

注: 

(1) 有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规定计

算。本公司2017年发行了非累积型优先股，2020年7月和2021年12月发行了永续债，均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计

算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需扣除当期已发放或已计提的优先股股息和永续债利息，“平均净资产”和“净资产”需扣除优先股和永续债余

额。本公司本期计提了应发放的永续债利息19.75亿元，无发放或计提优先股股息。 

(2)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

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并反映在相关报表项目中，不再单独列示“应收利息”项目或“应付利息”项

目。列示于“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余额仅为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

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尚未支付的利息。自2018年报起，本集团已按上述要求调整财务报告及

其附注相关内容。除特别说明外，此处及下文相关项目余额均未包含上述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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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报告期内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

列示如下： 

（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1-6月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182 

其他净损益 117 

所得税影响 (72) 

合计 227 

其中：影响本行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19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8 

 

3.2 补充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年1-6月 

盈利能力指标（年化）     

净利差
(1)

 2.33 2.41 减少0.08个百分点 2.42 

净利息收益率
(2)

 2.44 2.49 减少0.05个百分点 2.50 

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 净利息收入 60.13 58.87 增加1.26个百分点 61.25 

— 非利息净收入 39.87 41.13 减少1.26个百分点 38.75 

成本收入比
(3)

 27.76 27.95 减少0.19个百分点 28.22 
 

注： 

(1) 净利差=总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总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2) 净利息收益率=净利息收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3) 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资产质量指标（%）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  

12月31日  

不良贷款率 0.95  0.91 上升0.04个百分点 1.07 

拨备覆盖率
(1)

 454.06 483.87 下降29.81个百分点 437.68 

贷款拨备率
(2)

 4.32 4.42 下降0.10个百分点 4.67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年 

1-6月 

信用成本（年化）
(3)

 0.79 0.56 上升0.23个百分点 1.55 

 

注： 

(1) 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2) 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贷款和垫款总额。 

(3) 信用成本=贷款和垫款信用减值损失╱贷款和垫款总额平均值×100%，贷款和垫款总额平均值=（期初贷款和垫款

总额+期末贷款和垫款总额）╱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摘  要 
   

 

5 

 

 

资本充足率指标（%）（高级法）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  

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32 12.66 下降0.34个百分点 12.29 

一级资本充足率 14.46 14.94 下降0.48个百分点 13.98 

资本充足率 16.80 17.48 下降0.68个百分点 16.54 

注：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权重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0.73%、12.60%和

14.03%。 

 

3.3 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标准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25 48.99 48.33 42.06 

 外币 ≥25 69.71 53.76 57.10 

单一最大贷款和垫款比例  ≤10 2.22 2.26 3.48 

最大十家贷款和垫款比例  ╱ 14.77 14.48 17.50 

注： 

(1) 以上数据均为本公司口径，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2) 单一最大贷款和垫款比例=单一最大贷款和垫款╱高级法下资本净额。 

(3) 最大十家贷款和垫款比例=最大十家贷款和垫款╱高级法下资本净额。 

 

 

迁徙率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1.20  0.68 0.96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18.52  26.26 27.28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27.92  38.53 64.69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8.92  8.63 12.32 

 

注：迁徙率为本公司口径，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计算。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转为后四类贷款的余额╱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

100%。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转为损失类贷款余额╱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3.4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本集团分别根据境内外会计准则计算的2022年1-6月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和截至2022年6月30日归

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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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572,923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A股股东总数543,291

户，H股股东总数29,632户。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末 

持股数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股份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股) 

持有 

有限售 

条件 

股份数量 

(股) 

质押、 

标记、 

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552,888,656 18.05 无限售 

条件H股 

482,341 - 未知 

2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89,470,337 13.04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52,065,692 6.55 无限售 

条件 A 股 

134,609,913 - - 

4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4,729,111 6.24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5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8,542,349 4.99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6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7,377,415 4.55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7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法人 1,130,991,537 4.48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8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4,013,171 3.74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9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境内法人 815,030,635 3.23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10 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6,450,214 2.76 无限售 

条件 A 股 

- - - 

注：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招商

银行H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份的

机构，其所持股份为投资者持有的招商银行沪股通股份。 

(2)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前10名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招

商局轮船有限公司、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和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同为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 上述A股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委托、受托或放弃表决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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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优先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19户，其中，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数

量为1户，境内优先股股东数量为18户。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10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较上年末 

增减(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质押、 

标记或 

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1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境外 

法人 

境外优先股 50,000,000 100 - - 未知 

注： 

(1) 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设置的本公司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 由于为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获配售人代持人的信息。 

(3) 本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 “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前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类别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较上年末 

增减(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质押、 

标记或 

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106,000,000 38.55 - - - 

2 建信资本-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私享”（按日）开放式私人银行

人民币理财产品-建信资本安鑫

私享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境内优先股 40,000,000 14.55 - - - 

3 中银资产-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5,000,000 9.09 - - - 

4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20,000,000 7.27 - -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0,000,000 7.27 - - - 

6 中国烟草总公司安徽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15,000,000 5.45 - - -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15,000,000 5.45 - - - 

8 光大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

鑫优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000,000 3.27 - - - 

9 光大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

鑫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200,000 2.62 -800,000 - - 

10 长江养老保险-中国银行-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1.82 - - - 

 中国烟草总公司辽宁省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1.8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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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公司优先股股东名册按单一账户列示。 

(2)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安徽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辽宁省公

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光大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鑫优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光大

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鑫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由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除此之外，本公

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 “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5 重要事项 

5.1 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始终坚持“质量、效益、规模”动态均衡发展理念，以及“轻型银行”的战略方向

和“一体两翼”的战略定位，各项业务稳健开展，资产负债规模和净利润稳步增长，资产质量总体稳

定。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90.91亿元，同比增长6.13%；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694.20

亿元，同比增长13.52%；实现净利息收入1,076.92亿元，同比增长8.41%；实现非利息净收入713.99亿

元，同比增长2.87%；年化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和年化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

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为1.46%和18.07%，同比分别上升0.04和0.01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97,249.9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15%；贷款和垫款总额59,318.07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6.49%；负债总额88,293.3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32%；客户存款总额70,371.85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10.87%。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563.8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5.24亿元；不良贷款率0.95%，较上

年末上升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454.06%，较上年末下降29.81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4.32%，较上

年末下降0.10个百分点。 

5.2 利润表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836.24亿元，同比上升9.57%，实际所得税税率16.29%，同比下降2.94

个百分点。下表列出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要损益项目变化。 

 

（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变动额 

净利息收入 107,692  99,341 8,351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3,405  52,254 1,151  

其他净收入 17,994  17,154 840  

业务及管理费 (49,710) (47,168) (2,542) 

税金及附加 (1,569) (1,426) (143) 

信用减值损失 (41,477) (41,895) 418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  15 (15) 

其他业务成本 (2,697) (2,033)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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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支净额 (14) 81 (95) 

利润总额 83,624  76,323 7,301  

所得税费用 (13,622) (14,675) 1,053  

净利润 70,002  61,648 8,35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9,420  61,150 8,270  

5.3 资产负债表分析 

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97,249.9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15%，主要是由于本集团贷款和垫款

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为保持数据可比，本节“资产”金融工具除在下

表中包含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应收利息之外，其他章节仍按未含应收利息的口径进行分析。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贷款和垫款总额 5,942,941  61.11  5,580,885  60.34 

贷款损失准备(1)
 (255,265) (2.62) (245,494) (2.65) 

贷款和垫款净额 5,687,676  58.49  5,335,391  57.69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2,554,914  26.27  2,224,041  24.05  

现金、贵金属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87,779  6.04  571,847  6.18  

同业往来(2) 588,358  6.05  799,372  8.64  

商誉 9,954  0.10  9,954  0.11  

其他(3)  296,315  3.05 308,416  3.33  

资产总额 9,724,996  100.00  9,249,021  100.00  

注： 

(1) 报告期末的“贷款损失准备”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和垫款的本息损失准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贷款和垫款账面金额不扣除损失准备 14.97 亿元。 

(2) 包括存拆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 包括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其他资产。 

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88,293.3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32%，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规模较上

年末稳步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为保持数据可比，本节“负债”金融工具除在下

表中包含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应付利息之外，其他章节仍按未含应付利息的口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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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客户存款  7,084,597   80.24  6,385,154 76.16 

同业往来
(1)

  941,917   10.67  1,081,328 12.90 

向中央银行借款  142,751   1.62  159,987 1.9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及衍生金融负债 

 91,314   1.03  91,043 1.09 

应付债券  338,152   3.83  446,645 5.33 

其他
(2)

  230,599   2.61  219,183 2.61 

负债总额  8,829,330   100.00  8,383,340 100.00 

注： 

(1) 包括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拆放款项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 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合同负债、租赁负债、预计负债、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其他负债。 

股东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8,880.3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1%，其中，未分配利润

4,566.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55%；其他综合收益146.3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3.06%，主要是受人民

币汇率变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5.4 业务发展战略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沿着既定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加快打造3.0模式，努力提升财富管理、风险管理、金

融科技三大能力，整合投行、商行、私行、科技、研究等专业优势，打造“投商私科研”一体化服务

特色。 

1. 大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优势凸显 

一是拓展“大客群”。本公司聚焦高质量获客渠道，持续优化客户获取和经营模式。零售金融从银行

视角转向服务客户视角，整合运用银行多维服务内容，深化客户分层分类，加强优质客户的获取和经

营，持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客户数1.78亿户（含借记卡和信用卡客户），

其中财富产品持仓客户数4,074.86万户1，较上年末增长7.84%，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402.36万户，较上

年末增长9.58%。截至报告期末，招商银行App累计用户数1.78亿户，掌上生活App累计用户数1.32亿

户。批发金融持续迭代优化分层分类服务体系，围绕核心企业内环、中环、外环及其产业链、投资链

客户打造生态化获客与经营能力，加快客户结构调整。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公司客户总数达241.01

万户，其中，日均存款50万元以上的公司客户达24.28万户，较上年末增长5.66%。 

二是搭建“大平台”。零售金融搭建开放的产品平台和运营平台。升级推出“招商银行TREE资产配

置体系”，为零售客户构建囊括活钱管理、保障管理、稳健投资和进取投资四类财富管理产品的专业

                                                             
1 指报告期末持有财富类产品（包含理财、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贵金属、大额存单等产品）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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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方案。截至报告期末，在该体系下进行资产配置的客户2达796.80万户。家族办公室和家族信托管

理规模双双突破千亿元，其中家族信托上半年的新增管理规模超过上年全年。引入友行理财产品进入

零售产品体系，构建一站式理财代销平台，截至报告期末，共引入招银理财和9家友行理财子公司。

通过市场化筛选引入资管机构入驻“招财号”开放平台，内容生态与客户陪伴不断丰富，客户投资体

验得到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共引入126家资管机构，较上年末增加39家，报告期内共为客户提供财

富资讯服务超过2.21亿次。批发金融持续推进同业客户的平台化经营，在高质量代发、IPO募集账户营

销、优质资产引流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截至报告期末，“招赢通”平台连接基金、券商、保险等资

管机构，为客户提供87家资管机构的各类第三方资管产品共6,658只。报告期内，本公司同业客户通过

“招赢通”平台交易第三方资管产品金额达3,951.23亿元，同比增长32.86%。 

三是构建“大生态”。通过业务融合，打造条线和业务单元之间相互促进的“飞轮效应”，为客户编

织丰富的生态场景。零售“一体”飞轮方面，深入推进借记卡和信用卡的融合获客、融合经营，信用

卡客户中同时持有本公司借记卡的“双卡”客户占比63.25%，较上年末提升0.64个百分点。“一体两

翼”飞轮方面，全面推广公私融合私人银行服务新模式，充分结合本公司“投商私科研”服务资源，

为私人银行客户及其背后企业提供“个人+企业”的一体化服务，在公司金融、私人银行重点客群的

协同服务上取得新的进展，截至报告期末，重点企业3私行服务覆盖率达30.57%。充分利用零售优势

持续做大托管规模，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托管规模突破20万亿元，达20.58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76%。集团飞轮方面，报告期内，本公司为招银理财推荐债券资产638亿元。截至报告期末，“朝朝

宝”底层产品均为招银理财产品，购买“朝朝宝”的客户数达2,008.20万户，较上年末增长30.38%；

期末持仓金额1,862.6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7.52%。截至报告期末，附属公司合计为本公司贡献AUM

（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2.61万亿元，贡献FPA（公司客户融资总量）余额7,456.52亿元。截至报

告期末，招商基金非货币公募基金规模首次跻身行业前五。 

2. 数字化的运营模式日益完善 

零售金融数字化服务方面，持续提升“人+数字化”能力，经营模式从客户经理管户为主向“管户+流

量”双模式并进升级。智能财富助理“AI小招”上半年服务用户487万户。报告期内，招商银行App

和掌上生活App的月活跃用户（MAU）达1.07亿户，19个场景的MAU超过千万。促进月活跃用户（MAU）

与管理客户总资产（AUM）的有机融合，更多客户在招行平台上享受到财富管理服务。截至报告期末， 

零售客户98%的非现金业务可通过招商银行App办理。同时，以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赋能合作商

户更好地经营客户，为零售客户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从而提升客户体验。截至报告期末，招商银行

App开放API接口211个，累计上线小程序2,701个，引入合作商户724家。 

批发金融数字化服务方面，加快业务线上化、自动化改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客户96%的基础服务

业务可在线上办理。从业务笔数来看，融资业务线上化率78.39%，较上年末提升11.13个百分点；外汇

业务线上化率58.82%，较上年末提升25.82个百分点。通过API赋能企业客户，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

向企业客户开放API接口2,078个，较上年末增长63%，累计服务企业客户12,001家，较上年末增长395%。

以发票云、销售云、薪福通、股权激励系统等非金融数字化产品切入客户的销售、采购、财资管理、

                                                             
2 指四类财富管理产品中配置了两类及以上的双金（金卡及金葵花）客户。 
3 包括总分行战略客户，上市公司客户，以及新动能、绿色经济、优质赛道制造业、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自主可控等行业的公

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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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等经营管理场景。截至报告期末，薪福通3.0当年新增注册认证企业12.90万家；发票云累计

签约用户16.29万户。加快金融场景的数字化融资产品创新，推出七大“闪电”系列产品，客户服务效

率大幅提升。 

风险管理方面，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在“全风险”领域的应用。持续强化内外部数据接入和应用，完善

智能风控模型体系。持续加强“在线风控平台”建设，提升智能化风控能力，助力公司贷款业务审批

和发放。平台通过数字化风控方式，结合人工判断，有效提升公司贷款业务办理效率，审核耗时较传

统模式节省50%以上。报告期内，“在线风控平台”新发放公司贷款金额达741亿元。以智能风控平台

“天秤”提升交易风险管控能力，报告期内，将非持卡人伪冒及盗用金额比例降至千万分之0.4，较上

年下降54.50%。 

降本增效方面，报告期内，AI模拟人、辅助人、替代人成效显著，AI智能客服、语音质检、智能审录、

海螺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共实现人力替代超过10,000人。体系化推进科技队伍效能提升工作，

研发产出规模同比提升超过25%。依托数据资产提高决策效率，持续加强金融服务。截至报告期末，

全行累计接入外部数据源300个，广泛应用于零售、批发、风险等多个业务领域，受益于此，零售贷

款（不含信用卡）客户数较上年末增长11.15%。 

底层科技能力方面，持续推进主机和应用上云，为业务的敏捷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截至报告期末，整

体上云进度超过90%，主机上云整体开发工作基本完成，零售客户完成“无感”上云，全面进入云服

务时代。报告期内，本公司技术中台的共享组件达3,818个，进一步赋能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3. 开放融合的组织模式持续进化 

本公司持续探索更开放融合、灵活应变的组织模式，推动组织持续进化。深化融合型任务团队建设，

灵活组建跨条线、跨部门、跨子公司的团队。全行共组建融合型任务团队超过600个，组队数量同比

增长超过60%。聚焦服务客户，本公司向全国73家公积金中心提供便民服务、AI智能客服、智能化审

批平台、灵活就业者缴存、业务资金管理等科技化服务，通过科技与业务的融合助力公积金行业数字

化转型。 

本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上半年出台“招商银行客户服务价值

主张”，梳理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制定“核心价值观负面清单”作为员工行

为的镜鉴，开展负面清单专项整治行动。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升全行践行价值观的共识、能力和成效，

将价值观融入重点业务部署、干部选拔、员工赋能、绩效考核、客户体验等各个方面。 

5.5 业务运作 

 零售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零售金融业务税前利润457.25亿元，同比增长14.17%；零售金融业务营业收入962.89

亿元，同比增长7.89%，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58.62%，其中，零售净利息收入627.22亿元，同比增长

10.48%，占零售营业收入的65.14%；零售非利息净收入335.67亿元，同比增长3.37%，占零售营业收

入的34.86%，占本公司非利息净收入的56.05%。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零售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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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81.94亿元，占零售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56.24%；实现零售银行卡手续费收入106.41亿元，同比

增长14.16%。 

 批发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批发金融业务税前利润299.22亿元，同比减少1.74%；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

669.11亿元，同比减少2.04%，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40.74%，其中，批发金融业务净利息收入421.49

亿元，同比减少0.86%，占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的62.99%；批发金融业务非利息净收入247.62亿元，

同比减少3.98%，占批发金融业务营业收入的37.01%，占本公司非利息净收入的41.35%。 

5.6 前景展望与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疫情反复、经济下行、房地产行业调整、利率下滑、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对银行业形成较

大的业绩考验。但银行业整体彰显韧性，持续加力稳定经济大盘，整体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总体来看，

银行业处于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新发展阶段，聚焦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乡村振兴、货运物流行

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下半年，我国外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俄乌冲突及疫情反复将对全球能源粮食供给、金融体系和产业

供应链等产生深远影响，海外主要经济体“滞涨”压力进一步抬升。高通胀驱动下，美欧货币政策加

速收紧，经济“硬着陆”的概率相应上升。 

中国经济将处于三年疫情中二次探底后的修复阶段。在需求侧，“三驾马车”动能总体承压，结构分

化。外需回落之下，出口景气度或边际下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将减弱。“三重压力”下消费复苏

动能总体疲弱。房地产投资改善仍需时日，或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冲击。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将成为“稳

增长”政策的主要发力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在供给侧，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有望持续修复，

增速将高于上半年。通胀方面，高基数下PPI通胀有望稳步下行，但下行空间受到供求关系制约；CPI

通胀总体温和，上行空间和节奏主要由猪价确定。PPI−CPI通胀剪刀差将相应收敛，对中下游企业盈

利形成利好。 

本公司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下，趋势性、周期性和制度性因素交织，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内部分

化，坚定了本公司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的决心。本公司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各项经济金融政策和监

管要求，坚定“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围绕“增量−增收−增效−增值”的

价值创造链，全面加强管理，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开展，加快打造招行的“马利克曲线”。 

一是以初心计划为牵引，提升财富管理核心能力。以团体金融、“人+数字化”、更加精细化的客户

分层分类经营为抓手，不断提高财富管理服务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加强投研能力、资产配置能力、

陪伴能力等财富管理核心能力建设，让“专业、有温度”成为招商银行财富管理的生命线。持续推动

“初心计划”的全面深化落地，让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工作和经营管理中。 

二是加强金融科技能力建设，打造“数字招行”。以金融科技为依托，全方位对接数字社会和数字经

济，围绕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全面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与能力体系、客户与渠

道、业务与产品、管理与决策的数字化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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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打造堡垒式风险合规管理体系。扎实推动业务部门加强风险管理，强化

一道防线风险管理第一责任。加强风险制度、流程建设，持续优化行业与客户限额的扎口管理，不断

完善集中度管控的方法论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加大不良资产的清收力度。加强合规

风险管控，在全员树立“合规优先，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 

四是持续提升资产组织的长期竞争力。将资产组织与分层分类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与“投商私科研”

一体化经营相结合，与深刻的行业认知相结合，加快队伍的资产业务专业能力建设，完善“总行−分

行−支行”三级营销组织体系。拓展消费信贷场景，持续优化零售信贷业务结构。 

五是推动重点区域加快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立足分行所处区域的经济结构特点，制定

差异化的发展策略。进一步做强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等中心城市分行，提升重点区域分行的发

展动力，促进二级分行提质增效。 

六是以精细化为标尺，更加严密地强化内部管理。秉承“点点滴滴，造就非凡”的理念，从数据化、

细分化、差异化、规范化入手，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努力实现管理创造价值的目标。坚持“服

务立行”，不断弘扬“因您而变”的服务文化，持续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