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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概览

（百万元人民币）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2,737,010 3,167,710  4,020,042 

发放贷款
及垫款总额

1,299,455 1,513,543  1,795,278 

负债总额 2,557,527 2,943,663  3,768,974 

客户存款 1,785,337 1,993,843  2,120,887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178,975 223,493  250,455 

不良贷款率 1.19% 1.61% 1.60%

拨备覆盖率 180.52% 156.39% 152.0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34% 9.24% 8.21%

一级资本充足率 9.34% 10.15% 9.34%

资本充足率 11.21% 11.87% 10.80%

（百万元人民币）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78,531 93,159      94,037 

利息净收入 58,259 66,459      65,288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9,157 26,301      28,112 

税前利润 38,554 39,358      40,180 

净利润 28,928 29,577      30,38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8,883 29,528      30,329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12% 1.00% 0.85%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6% 15.50% 13.80%

成本收入比 29.82% 26.91% 28.77%

资产负债表概要 损益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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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较快增长

十亿元人民币

贷款总额

复合增长率17.54%

十亿元人民币

存款总额

复合增长率8.99%

十亿元人民币

资产总额
十亿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

复合增长率21.40%

+6.37%

+28.04%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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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率21.19%

+26.91%



十亿元人民币

对公核心存款余额与对私核心存款余额

对公核心存款余额复合增长率14.96%

对私核心存款余额复合增长率9.83%

+12.70%

零售贷款占比

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注

1. 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和船舶六个行业

2. 客户存款包括企业客户存款和零售客户存款

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占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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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期存款与客户存款2日均余额

活期存款日均余额复合增长率15.89%

客户存款日均余额复合增长率11.42%

十亿元人民币

下降1.04个百分点

+19.97%
+11.54%

+26.17%



日均生息资产

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

累计提升5.50个百分点

亿元人民币

复合增长率21.1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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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复合增长率2.49%

净利润

十亿元人民币

复合增长率20.29%

+2.74%

+6.89%

+24.06%

上升1.66

个百分点



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主要风险指标 风险控制措施

本行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强化内控合规建设，各类风险总体

可控

– 健全风险治理体系

• 明确职责，加强全面、全程、全员风险管理

• 进一步加强“三道防线”建设

• 调整完善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 改进信用风险管理

• 积极推进信贷结构调整，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 改进信贷审查审批流程，推行对公专职审批人制度

• 开发信用风险预警系统，加强信贷业务关键环节控制

• 强化资产质量考核管理，实现全周期、全流程、全覆盖

– 严格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

• 强化压力测试及结果运用，及时调控资产增长节奏，动

态调整流动性风险限额，严格管控全行流动性风险

• 紧密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监管政策和市场变化情

况，加强分析研究和预判，审慎管理市场风险

– 强化操作及合规风险管理

• 以“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对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检查，推进问题有效整改

• 梳理基层网点内控管理要点，提升基层网点内控水平

2016年末 2015年末 监管要求

关注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

3.78%

1.60%

4.39%

1.61% ≤ 5%

拨备覆盖率 152.02% 156.39%  ≥150%

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63.18% 54.90% ≥ 25%

流动性比例
（外币）

78.81% 98.87% ≥ 25%

流动性覆盖率 86.56% 84.78% ≥ 80%

单一最大客户
贷款比例

2.37% 2.38% ≤ 10%

最大十家客户
贷款比例

14.62% 11.86% ≤ 50%

资产质量

流动性

风险
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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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补充持续进行

%

资本充足率 资本补充措施

内生资本补充方面

– 提升盈利能力

– 坚持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

外源资本补充方面

– 2016年8月，完成100亿元第二期优先股发行；

– 2016年6月，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开发行

300亿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方案；

– 2016年11月，本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

不超过400亿元二级资本债的议案；

– 2017年3月，本行分别完成了280亿二级资本债

和300亿可转债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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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创新进取

应用新技术加速科技创新 积极进行科技创新机制建设

银监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课题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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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一代托管、法人客户统一额度、移动支付

、互联网信贷、海外核心、海外贸金、资产管理

系统二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等重点系统建设

持续推进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

开展中间业务云平台、现金管理云平台、大数据

应用开发平台建设

孵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慈善捐款平台

推出人脸识别、光速观察、医保移动支付平台、

员工掌上通等多个创新项目



境内外渠道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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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2家，分

别为香港分行和首尔分行。目前，

香港分行、首尔分行、光银国际

已开业运营

2016年加快境外机构布局，光

银欧洲、卢森堡分行获银监会批

准筹建

实现境内省份全覆盖

已在境内30个省、自治区及直

辖市的115个经济中心城市设立

分支机构1,119家

分行覆盖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石家庄、太原、呼和浩

特、大连、沈阳、长春、黑龙

江、南京、苏州、无锡、杭州、

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

昌、济南、青岛、烟台、郑州、

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

宁、海口、成都、昆明、西安、

乌鲁木齐、贵阳、兰州、银川、

西宁等境内重点城市

拉萨分行正在筹建

2016年新增境内机构网点

2016年，境内新增分支机构72

家，其中：境内新增一级分行1

家，二级分行8家，营业网点63

家

2016年，持续加强境内机构建

设，西宁一级分行获开业资格，

保定、镇江、赣州、日照、黄冈、

益阳分行及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分行、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

前海分行8家二级分行开业，63

家营业网点陆续开业

加快境外机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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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银行业务较快增长

十亿元人民币

公司贷款余额1

万户

小微贷款客户数

复合增长率14.54%

+17.29%

十亿元人民币

小微贷款余额

13

复合增长率17.62%

+18.21%

复合增长率68.04%

+44.70%

十亿元人民币

公司存款余额2

复合增长率10.03%

+7.17%

注

1.不含票据贴现

2 .包括其他存款中公司存款部分

77.74% 75.82%
84.87%



零售银行业务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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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包括其他存款中零售存款部分

十亿元人民币，千人

私人银行管理资产及客户数量

资产规模复合增长率23.73%

客户数量复合增长率24.13%

%

零售营业收入占全行营收收入比重

三年平均增长2.16个百分点

上升1.76

个百分点

+16.34%

+12.92%

万户

零售客户数量及增速

复合增长率14.30%
十亿元人民币

零售贷款余额及增速

复合增长率20.28%

+18.27%
+26.31%



资金业务稳健增长

十亿元人民币

自营债券组合规模

复合增长率40.07%

万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债券交割总量

+53.78%

复合增长率30.05%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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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元人民币

黄金租赁年末余额

复合增长率120.71%

+301.51%

自营债券投资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组合的结构

进一步优化，投资组合的安全性增强，符合“防风

险、降杠杆”的市场环境；

银行间市场交易方面保持活跃态势，人民币债券交

割总量21.31万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

代客交易业务收入继续增加，贵金属板块稳健增长，

2016年黄金租赁余额增长301.51%。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运用效率



特色业务贡献度持续上升

资产管理业务1

信用卡业务2

电子银行业务3

4 托管及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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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1

亿元人民币

理财服务手续费净收入

万亿元人民币

理财产品余额

复合增长率26.49%

+11.48%

复合增长率49.37%

17

复合增长率36.18%

+28.25%

全年理财产品累计发行规模

万亿元人民币

+3.02%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提升业务管理水平推动理财产品转型

加大公司类债券配置力度

创新结构化投融资业务模式，优化

投资结构

多措并举，配合供给侧改革，压缩

产能过剩，全方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完善理财产品谱系，扩充现金管理

类产品品种，发展普惠金融

扩大浮动收益产品发行规模，提高

净值型产品占比

注重理财产品合规销售，持续加强

信息披露，提高理财产品透明度

优化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机制，

提升资管业务审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按照全覆盖、全穿透的原则，主动

管理，积极作为

全面上线资产管理系统及内部信用

风险评级系统，提升业务管理技术手

段，继续保持业内领先



信用卡业务2

百万张

累计发卡数量

复合增长率23.00%

+26.91%

十亿元人民币

全年累计交易金额

复合增长率26.84%

+27.30%

十亿元人民币

时点透支余额

复合增长率23.85%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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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体系 布局移动金融 拓展获客边界 搭建风控平台

与优质企业合作，开

发跨界创新型信用卡

产品，搭建“互联网

+”下多维产品体系

结合消费场景，洞察

客户需求，升级“阳

光惠生活”客户端

借力第三方数据资源

与大数据技术，打造

立体化精准营销体系

依托人工智能与云计

算等先进技术，构建

风险一体化大数据分

布式 (Hadoop) 平台



“开放金融”

亿元人民币

开放平台净收入1

“智能服务”

%

电子渠道替代率

“移动优先”

百万户

手机银行客户数

3 电子银行业务

直销平台
阳光银行：打破时间、空间与银行卡归

属限制，建立全流程线上化的金融服务体
系，引入客户467.32万户，同比增幅
749.67%，他行客户占比75.24%

缴费平台
云缴费：为广泛的互联网用户提供水、电、

燃气等缴费服务，目前已接入1000多项缴费
业务，同时向金融机构、知名第三方支付平
台等企业输出缴费平台，输出商户已达170余
家。交易额达到401.15亿元，同比增幅
84.78%，交易笔数达2.30亿笔，成为中国最
大的缴费开放平台

支付平台
云支付：在整合本行各类支付通道、产

品、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综合支付业务，
交易额达5363.91亿元，同比增幅79.56%，
报告期内日均核心存款145.50亿元，手续
费收入6.99亿元，同比增幅78.22%

融资平台
“e容贷”：推出个人网络信用贷款

（基于公积金数据）及互联网保险小额贷
款等两款全程线上化互联网贷款产品，推
出2个月贷款投放额达6.07亿元，户均投
放额12.94万元

理财平台
“e礼财”：面向本行客户及互联网用户提

供银行、基金等金融理财产品销售。报告期
内电子渠道理财销售金额2万亿元

电商平台
“e点商”：打造“光大•购精彩”及全国首

家省级银企政三方合作平台——“云南•购
精彩”，以文化贵金属销售、精准扶贫为
特色，构建线上化的“金融+生活”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交易额达2.77亿元，同比增幅
208.64%，注册客户数61.56万户

复合增长率46.26%

三年平均增长1.06个百分点

复合增长率95.42%

注：1、开放平台净收入包括六大平台的产品收入与支出 19

上升1.24

个百分点 +22.16%
+112.18%



托管及代理业务4

十亿元人民币

托管资产规模 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

资产托管规模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31.45%，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25.02%

信托财产托管和保险债权计划资金托管规模位居可比同业前列

积极发展代理保险、代理信托等业务。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增长迅速，2016年实现收入18.54亿元，同比增长

58.60%，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47.95%

复
合
增
长
率

25
.02

%

31.45%

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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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亿元人民币

58.60%

复
合
增
长
率

47
.95

%



市场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最佳综合理财能力奖、最佳
收益奖、最佳创新奖、最佳
合规奖、最佳产品转型奖

年度社会责任最佳绿色金融
奖

创新电子银行奖

最佳公众形象金融机构

最受欢迎信用卡品牌

商业银行创新产品奖

商业银行客户满意奖

VISA国际卡组织“年度最
佳高端客户营销推广奖”

JCB国际卡组织“年度最 
佳发卡银行奖”

2016金融业十大社会化营
销案例

2016年最佳电子银行
2016年最佳直销银行
微信银行获“2016金融业
社会化营销最佳平台”

年度十佳互联网金融创
新机构

年度最佳小微金融服务
银行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

年度卓越小微金融贡献银行

年度卓越信用卡服务银行

年度最具传播力商业银行

2016最佳资产托管银行 
2016最佳收益表现银行
最佳对公汽车金融服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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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1000家大
银行”排名第46位
“全球银行品牌500强
排行榜”位列第45位

2016中国区最佳债券承销银
行

2016中国区电力能源行业最
佳银行投行

2016中国最佳财富管理品牌
云缴费获“2016中国最受欢
迎互联网金融平台”

年度最佳公众形象银
行奖

年度最佳服务奖

最佳私人财富服务质
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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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发展机遇与挑战

机遇 挑战

国家三大战略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

产业转型升级

居民消费升级

金融与科技深层次融合

全球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

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银行风险形势依然严峻，管

控压力持续不减

数字化时代，客户金融服务

需求多样化对金融创新提出

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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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发展策略

强化资本约束，提升资本回报水平，

建设资本节约型银行

加快资产结构调整

加快收入结构调整

加快公司金融投行化转型

加快零售金融财富管理转型

加快智慧银行建设

推进客户服务智能化

加大科技创新，持续开展大数据

技术应用

“管理科学、服务
优质、效益良好、
市场活跃、特色突
出的国内一流股份

制商业银行”

推进综合化发展 推进特色化发展

推进轻型化发展 推进智能化发展

资管业务

信用卡业务

电子银行业务

投行业务

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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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强化内部联动

加强资产业务统筹，提升全行综合效

益

加强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做金融服务

集成商

加快子公司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