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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公司简介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

一，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1987年重新组建后的交行

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

行，总部设在上海。2005年 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挂牌上市，2007 年 5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根据

2015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报告，交

通银行一级资本位列第 17位，较上年上升 2位；根据 2015

年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 500强公司排行榜，交通银

行营业收入位列第 190位，较上年上升 27位。 

交通银行现有境内机构 230 家，其中省分行 30 家，直

属分行 7家，省辖行 193家，在全国 235个地级和地级以上

城市、171个县或县级市共设有 3,141个营业网点；境外1机

构 15家，包括香港、纽约、旧金山、东京、新加坡、首尔、

法兰克福、澳门、胡志明市、悉尼、布里斯班和台北分行，

交通银行（英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多伦多代表处，共设有 56个营业网点。 

交通银行是中国主要金融服务供应商之一，业务范围涵

盖了商业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基金管理、保险、
                                                             
1 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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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旗下全资子公司包括交银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和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邑交银

兴民村镇银行、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新疆石河子交银村

镇银行、青岛崂山交银村镇银行，此外还是江苏常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并列第一大股东。 

交通银行的发展战略是：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

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两化一行”

战略）。 

二、披露依据 

本集团依据中国银监会 2012 年 6 月发布的《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规定要求，进行资本充足

率相关信息披露。 

三、披露声明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集团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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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日后财务、业务或其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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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可能涉及的未来计划亦不构成本行对投资者的实质承

诺。故投资者不应对其过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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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本集团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计量资本充足率。2014年 4月，中国银监会正式核准本集团

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其中，信用风险采用内部评级法，

市场风险采用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采用标准法计量。2015

年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3.49%，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4%，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

42,446.27 亿元，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为 855.35 亿元，操作风

险加权资产为 3,235.61亿元。本集团各级资本充足率均满足

监管要求。 

 
风险类别 风险敞口 使用方法 

信用风险 

内部评级法覆盖部分  

公司风险暴露 初级内部评级法 

零售风险暴露 内部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未覆盖部分 权重法 

市场风险 
内部模型法覆盖部分 内部模型法 

内部模型法未覆盖部分 标准法 

操作风险 
标准法覆盖部分 标准法 

标准法未覆盖部分 基本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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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充足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规定计算
注
： 

项目 本集团 本银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18,487 492,977 

一级资本净额 533,430 507,901 

资本净额 627,862 602,11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4% 11.0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6% 11.33% 

资本充足率 13.49% 13.43%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计算： 

项目 本集团 本银行 

核心资本充足率 10.61% 10.57% 

资本充足率 13.55% 13.42% 

注：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交银保险和交银康联两家保险公司不纳入并

表范围。 

（二）资本构成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余额 

核心一级资本 521,64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74,263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14,772 

盈余公积 183,862 

一般风险准备 75,652 

未分配利润 73,727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946 

其他
注
 -1,581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3,154 

商誉 230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1,145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1,779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18,487 

其他一级资本 14,943 

一级资本净额 53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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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余额 

二级资本 94,432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86,115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8,267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0 

其他 - 

资本净额 627,862 

注：“其他”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三）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4,244,627 

内部评级法覆盖部分 2,952,107 

内部评级法未覆盖部分 1,292,520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85,535 

内部模型法覆盖部分 65,305 

内部模型法未覆盖部分 20,230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23,561 

因应用资本底线及校准而额外增加的风险加权资产 - 

合计 4,653,723 

二、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本

集团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本行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以

及本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与财务并表范围存在的

主要差异是：交银保险和交银康联两家保险公司，以及工商

企业不纳入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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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本集团投资的金融机构按当地监管要求和中

国监管标准衡量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集团内资本转移无重

大限制。 

（一）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本集团 
被投资机构类型 计算资本充足率采用处理方法 

非保险类金融机构 并表 

保险类金融机构 资本扣除 

工商企业 计量风险加权资产 

（二）纳入监管并表范围的前十大被投资金融机构 

本集团                                                            
排

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币种

（原币） 

投资余额（原币百

万元） 
持股比例 

1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CNY 7,000  100 

2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CNY 3,400  85 

3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HKD 2,000  100 

4 交通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EUR 100  100 

5 交通银行（英国）有限公司 USD 100  100 

6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NY 130  65 

7 青岛崂山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NY 77  51 

8 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NY 77  51 

9 交通财务有限公司 HKD 90  100 

10 新疆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NY 57  51 

 

（三）资本扣除处理的被投资金融机构 

本集团                                                                

排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币种 

（原币） 

投资余额 

（原币百万元） 
持股比例 

1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CNY 1,428  62.5 

2 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 HKD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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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风险管理体系 

本集团董事会承担风险管理最终责任和最高决策职能，

通过其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掌握全行风险状况。高管层设立

“1+3+2”风险管理委员会，一个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根

据董事会制定的风险管理规划和风险偏好，按照“横到边、

纵到底、全覆盖”的要求，完善管理体系，优化工作机制，

统一管理规范，评估工作有效性。信用风险、市场与流动性

风险、操作风险与合规（反洗钱）三个专业风险管理委员会，

以及信贷/非信贷审查、风险资产审查两类业务审查委员会，

各司其职。各级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则参照总行简化设立委员

会体系。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之间，以及总分

机构委员会之间建立“领导与执行、指导与报告”机制，形

成整体统一、有机协调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全行风险管理

要求的执行落实。本集团董事长是风险防范第一责任人，行

长是风险控制第一责任人，监事长是风险监督第一责任人，

副行长和首席风险官分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本集团各级风险管理委员会运作进一步规范，

议事决策和统领督导的职能继续强化，审议事项更加丰富，

工作部署更加有效，决策落实更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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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集团进一步优化调整风险管理架构。理顺

对公贷后管理牵头、放款中心管理等职责分工，凝聚合力高

效推进资产风险控制与化解。整合对公、零贷、同业风险计

量职能，实施专业独立的统筹管理。继续推进重点业务前台

小中台和直营机构风险合规中台建设，促进工作协同及重大

风险处置的一致行动。完善以内部管理考核为抓手的风险管

理约束机制，严肃风险管理责任。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本集团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因借款人或

交易对手未能或不愿意履行偿债义务而引致损失的风险，主

要分布在信贷业务、资金业务、国际业务，以及表内理财和

直投业务中。本集团抓住投向指导、调查和申报、业务审查

审批、资金发放、存续期管理和逾期不良贷款管理等环节进

行严格规范管理，将信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实现风

险与收益的平衡。 

本集团积极推进以“一个交行、一个客户”为核心的统

一授信管理体制建设，信用评审覆盖公司、同业等传统业务

以及投行、理财等转型和新兴业务资产端。 

本集团加强集团风险管理的协同，形成全集团统一的投

向政策、准入标准、管理规范、风险应对和行动计划。本集

团持续细化规范信贷投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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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服务实体经济；高度关注信用风险重点领域，存续期管理

不断加强；重组加固和清收处置并重，着力提升风险化解处

置工作成效。 

本集团采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建立起以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

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为综合划分标准、更为细

致的内部信用风险计量评估体系，对信贷业务实行内部评级

管理，进一步提升信贷资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本集团董事会对内部评级体系的设计维护、风险参数估

计、结果运用等承担最终管理责任。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推

动内部评级体系持续、有效运作。在高级管理层直接领导组

织下，统一规范内评体系的总体框架，制定内评体系基本制

度，形成了包括计量模型的设计开发、运行维护、监控验证、

压力测试、定期报告在内的完整的内评实施体系，推动内部

评级结果的深入应用。每年一次对内评体系实施独立审计。 

公司风险暴露使用初级内部评级法，采用债务人、债项

二维评级。其中债务人的违约概率评级（PD 评级）由交行

风险计量模型自行估计得到，债项的违约损失率（LGD）、违

约风险暴露（EAD）及期限（M）参数则根据《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对照取得。零售风险暴露采用内部评级

法，由本集团自行估计 PD、LGD 与 EAD 参数。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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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持续开展模型运行监控和分析，适时启动模型优化，

稳步推进内部评级法的升级和新计量工具的研发。 

自 2005 年内部评级工具首次投产使用至今，评级结果

的应用不断深入。目前，评级结果已成为本集团授信审查与

决策、差异化信贷政策制定、限额设定与监控等方面的重要

依据。同时，评级结果也已深入应用至风险偏好的设定与监

控、贷款及投资的定价、损失准备的计提、绩效考核、资本

分配等信用风险、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 

（二）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

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

险。本集团通过建立和完善职责分工明确、制度流程清晰、

计量系统完善、监控分析及时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控制和

防范市场风险，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本集团市场风险管

理的目标是根据本行董事会确定的风险偏好，积极主动识别、

计量、监测、控制和报告本行的市场风险，通过采用限额管

理、风险对冲和风险转移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将市场风险控制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最大化。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完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修

订完善公允价值政策，提高估值准确性；不断优化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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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配置新业务新产品的估值模型、参数和市场

数据等；优化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和配置；对新配置模型进行

独立验证；定期进行数据质量检查。 

（三）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

息系统以及外部事件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

广泛存在于本集团业务和管理的各个领域，具有普遍性。因

其不可避免，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通常需要较大规模的投入，

因此本集团注重合理控制操作风险管理的投入成本和机会

成本。 

本集团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体系，明确

了操作风险管理的依据，确定和规范了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

评估、操作风险事件管理及关键风险指标监控的工作流程。 

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推进操作风险管控与业务管理的

融合。完善全流程风险初评估、重点业务流程自我评估、检

查再评估三层评估机制，定位薄弱环节并制定行动计划化解

风险点和管控薄弱点。充实操作风险关键指标，形成覆盖总

分行的多层次监测机制，增强对外部欺诈等风险的预警能力。

提升操作风险事件报告及管理的完备性，持续加强跟进落实

整改。针对操作风险事件、风险与控制评估中发现的普遍性

问题，关键风险指标变化反映出的问题，或当前的重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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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开展典型案例分析，剖析管理缺陷，提出针对性整

改措施，推动业务流程和管理机制的优化。按照统一的风险

评估工具、标准和程序，持续加强外包风险监控。更新全行

重点业务产品业务连续性计划，开展系统、场所、人员、外

部供应商等四类资源不可用场景下的应急演练，首次进行异

地灾备环境下应急支付业务的应用级演练。制定管理政策和

基本办法，持续规范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本集团继续推动香港分行、纽约分行、英国

子行、交银国信等海外机构和子公司在集团计划框架下，按

照所在地和所在行业监管机构要求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灵

活、有效应对跨境跨业经营中多监管机构要求，提升并表风

险管控能力。 

（四）其他重要风险 

1、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要素发生不利变动

导致银行账户整体收益和经济价值遭受损失的风险。利率风

险来源包括重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

性风险，其中重定价风险和基准风险是本行利率风险的主要

来源。本集团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根据本集团风

险偏好，在可承受的利率风险范围内，实现净利息收益最大

化。本集团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坚持审慎性原则，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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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与前台业务部门共同监测并定期研判法定利率和市

场利率走势，定期计量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并结合压力测试

定期评估风险大小和变化趋势，适时采取管理措施控制银行

账户利率风险。 

报告期内，本集团密切关注政策动向和市场走势，积极

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建立集团内部市场形势分析联席会议，

定期跟踪研判市场走势；依据不同利率基准细化利率缺口计

算和分析，提升利率风险监测分析水平；优化升级利率风险

管理信息系统，为利率风险精细化管理夯实技术基础。 

2、法律合规与反洗钱。 

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没有遵循适用于银行业经营

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经营

规则、自律性组织的行业准则、行为守则和职业操守可能遭

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 

本集团不断完善法律合规管理体制机制，力求实现法律

合规风险的识别、防范、监测、提示、化解、处置、检查和

监督的全流程管理，为本集团“改革创新、转型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法律合规支持和保障。 

报告期内，本集团全面加强境外机构合规风险管理，顺

利完成美国“沃尔克规则”合规达标工作，有序推进美国“审

慎标准”落实，建立北美和欧洲区合规风险管理联络协调机

制并派驻合规联络员。进一步规范规章制度全流程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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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全行规章制度清理，构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体系。

深入开展印章管理工作，针对全行主要业务条线和分支行在

印章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措施。报告期内，中国银

行业协会授予本集团全国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本集团持续加强反洗钱管理。有序推进可疑交易报告集

中处理，大幅优化反洗钱工作流程，提升反洗钱管理工作质

效。认真开展风险排查和反恐融资协查，受到人民银行和公

安部来函表彰。 

3、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

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

密切加强声誉风险识别、预警、评估和监测，实时跟踪监测

各类声誉风险因素的产生和变化，有效防范由经营管理及其

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本集团进行负面评价

的风险，适时调整应对策略和措施，负面舆情应对积极有效，

声誉风险控制得当。 

4、跨业跨境与国别风险管理。 

跨业跨境风险是指银行控股集团在综合化、国际化经营

中，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外部不利环境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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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集团子公司、海外分行经营管理不当、外部环境重大变

化而产生损失的风险。 

本集团通过建立“统一管理、分工明确，工具齐全、IT 支

持，风险量化、实质并表”的跨业跨境风险管理体系，推动

各子公司、海外机构风险管理兼顾集团统一要求和各自监管

当局特别要求，防范跨业和跨境经营所可能引发的额外风险。 

报告期内，本集团根据新的并表监管指引要求，修订并

表管理政策。编制子公司和海外行风险管理综合评估指标并

实施定期评估。推动全口径统计和风险分类，完善子公司内

部风险分类制度。 

本集团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将相关国家和地区纳入国别风险评估范围，继续强化

国别风险限额管控。 

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现以监管套利、风险转移为目的，

不具有真实业务交易背景或者不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及对

本集团稳健经营带来负面影响的内部交易。 

四、主要风险暴露情况 

（一）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信用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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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建立了由内部评级体系、拨备计提和押品价值管

理构成的信用风险计量评估体系。本集团根据中国银监会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监管要求，按照风险程度对信贷资

产实行五级分类管理，即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

类，不良贷款为其中后三类的总和。本集团对对公、对私的

信贷减值资产计提了专项的减值损失拨备，对非减值信贷资

产计提了组合拨备，以用于弥补特定损失，和备以日后核销

损失。 

本集团境内银行机构对公司风险暴露与零售风险暴露

中的大部分资产实施内部评级法进行信用风险计量，主权、

金融机构、股权及其他风险暴露的信用风险计量采用权重法。

境外银行机构、子公司均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违约是指因借款人还款能力不佳或者还款意愿欠缺，导

致某个债务人（或债项）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偿还本金或利

息的情况。 

违约概率（PD）估计的是公司风险暴露下某一客户（或

零售风险暴露下的某笔债项）在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违约的

概率。在估计公司或零售债项的违约概率时，采用了时点评

级（PIT）与跨周期评级（TTC）相结合的方法，评级模型综

合考虑了评级对象的财务、非财务因素，其所在的地区和行

业对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近期发生的对该债务人（或债项）、

行业等的不利影响和市场事件等，反映出评级人员对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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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贷风险的综合判断。本集团在公司风险暴露的客户层面

及零售风险暴露的债项层面设置违约概率主标尺，分为 15

个非违约级别和 1 个违约级别。 

损失，指考虑了时间价值的经济损失，包括由于债务人

（或债项）违约造成的较大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或成本。具体

包括，未收回的本金和利息；债务清收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

成本，如律师费、诉讼费、押品处置费用等；因清收违约债

务而产生的管理成本，包括清收人员的工资、办公等成本；

资金的时间价值。 

违约风险暴露（EAD）指债务人（或债项）违约时预期

表内和表外项目的风险暴露总额，包括已使用的授信余额、

应收未收利息、未使用授信额度的预期提取数量以及可能发

生的相关费用等。EAD 估计未来 12 个月内如果债务人（或

债项）发生违约时的违约余额。 

违约损失率（LGD）指某一债项违约导致的损失金额占

该违约债项风险暴露的比例，即损失占风险暴露总额的百分

比。对违约损失率的估值充分考虑了债项自身的特征及抵质

押情况，并结合了债项违约后的实际历史清收数据和法律环

境。 

期限（M）是债权的有效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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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暴露实施初级内部评级法，PD 参数由银行自

行估测，LGD、EAD 与 M 参数由监管指定。零售风险暴露实

施内部评级法，PD、LGD、EAD 参数均由银行自行估测。 

由以上风险参数估计结果进一步得到预期损失（EL）、

风险加权资产（RWA）以及监管资本（RC）。 

 

内部评级法覆盖部分违约风险暴露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规定计算：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风险暴露 2,987,336 

零售风险暴露 1,123,371 

合计 4,110,707 

 

内部评级法未覆盖部分风险暴露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规定计算：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表内信用风险 3,716,374 

其中：现金类资产 850,741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411,352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1,019,375 

资产证券化 9,397 

表外信用风险 145,16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55,249 

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信用风险暴露合计 3,916,786 

 

非零售信用风险暴露情况——按违约概率组合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违约概率级别 

违约概

率下限

(%) 

违约概率

上限(%) 

平均违约

概率(%) 

违约风险

暴露 

加权平均

违约损失

率(%) 

加权平

均风险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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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概率级别 

违约概

率下限

(%) 

违约概率

上限(%) 

平均违约

概率(%) 

违约风险

暴露 

加权平均

违约损失

率(%) 

加权平

均风险

权重（%） 

低违约风险 0.03% 0.33% 0.25% 296,134 39.64% 41.73% 

较低违约风险 0.33% 0.85% 0.60% 1,140,643 40.43% 64.72% 

中低违约风险 0.85% 2.16% 1.39% 1,033,353 40.28% 84.52% 

中等违约风险 2.16% 3.46% 2.74% 217,674 39.09% 97.07% 

较高违约风险 3.46% 8.78% 5.40% 157,137 37.69% 109.50% 

高违约风险 8.78% 99.99% 18.35% 35,471 31.71% 133.31% 

违约 100.00% 100.00% 100.00% 106,924 42.73% 148.31% 

 

零售信用风险暴露情况——按敞口类型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暴露类别 
平均违约概率

(%) 
违约风险暴露 

加权平均违约损

失率(%) 

加权平均风险

权重（%） 

零售风险暴露 3.20% 1,123,371 41.33% 26.94%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1.54% 593,770 20.28% 19.73% 

合格循环零售 3.27% 425,025 78.40% 34.76% 

其他零售 4.39% 104,576 32.38% 36.09% 

 

本集团持有的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普通股、长期次级债

券、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非自用不动产的风险暴露共计

14,784百万元。 

 

信用风险缓释 

本集团高度重视抵质押品对信用风险的缓释作用，不断

规范全行押品和保证金等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管理，及时制定

或更新相关分类押品的管理细则。 

本集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审慎认定合格抵质押品，相关押品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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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权属清晰、审慎评估价格，并满足所有可执行的必要条

件。种类上以商用房地产和居住用房地产，以及金融质押品

为主。 

本集团根据业务流程及管理职责制定明确押品管理制

度、审查和操作流程，明确押品调查及审查、抵质押率、抵

质押品估值的模型或方法、价值重估频率，以及对抵质押品

保险、监测、清收处置等相关要求，确保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的作用有效发挥。 

 

内评初级法下的风险缓释情况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缓释物类别 缓释物覆盖的风险暴露 

现金及其他金融押物品 261,773 

居住及商用房地产 304,075 

保证 83,861 

 

不良贷款、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期余额 比年初 

不良贷款总额 56,206 13,189 

贷款减值准备余额 87,438 10,490 

关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请参见 2015年年度报告。 

（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情况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出现于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未结

算的场外衍生工具及证券融资交易，是指交易对手在交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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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约最终结算前出现违约的风险。本集团将交易对手信用

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对交易

对手信用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报告与处置进行规范，

并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对交易对

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进行计量。 

本集团根据交易产品的种类、合同期限和名义本金，要

求交易对手相应提供足额保证金或抵质押物。本集团每日对

未结算的场外衍生工具、证券融资交易进行价值重估，并依

此动态调整保证金及抵质押品比例，及时有效地对交易对手

信用风险进行缓释。此外，本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及措施

控制错向风险，所有代客交易均要求进行背景审核，确保交

易对手叙做的业务符合套期保值原则。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现期风险暴露余额 

利率合约 1,865 

汇率合约 52,036 

股票合约 0 

商品合约 1 

信用衍生工具 32 

证券融资 724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 591 

合计 55,249 

 

（三）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集团市场风险有条件实施内部模型法，银行法人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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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行的汇率风险和利率一般风险使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剩

余市场风险暴露均使用标准法计量，包括利率特定风险、股

票一般风险、股票特定风险和商品风险。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提升市场风险计量成果在管理实

践中的应用。每日及时采集全行资金交易头寸和最新市场数

据进行头寸估值和敏感性分析；每日采用历史模拟法从不同

的风险因素、不同的投资组合和产品等多个维度分别计量市

场风险的风险价值，并应用于内部模型法资本计量、限额监

控、绩效考核、风险监控和分析等；每日开展返回测试，验

证风险价值模型的准确性；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分析投资组

合在压力情景下的风险状况。2015年计量结果显示市场风险

计量模型能够及时捕捉金融市场变化，客观反映本集团面临

的市场风险。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内部模型法覆盖部分 5,224 

内部模型法未覆盖部分 1,619 

利率风险 23 

股权风险 144 

汇率风险 146 

商品风险 3 

特定风险 1,303 

合计 6,843 

 

风险价值（VaR）情况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期末市场风险的风险价值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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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金额 

报告期内最高风险价值 1,355 

报告期内最低风险价值 605 

报告期内平均风险价值 956 

注：1、置信区间:10 天 2、置信度 99% 3、时间范围:2015.1.1—2015.12.31 

（四）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集团对银行法人采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对子

公司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2015年末操作风险

资本要求为 25,885百万元。 

五、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情况 

为盘活信贷资产存量，丰富信用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

理手段，本集团作为发起机构，截止 2015 年底，共存续三

单传统型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外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债资信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本集团作为发起机构，

负责提供基础资产并将入池贷款的大部分信用风险转移给

投资者，同时作为贷款服务机构，以不低于自营贷款的管理

标准，落实贷后监控，定期做好回收款转付和信息披露工作，

承担了存续期贷款管理的操作风险。对于部分次级档证券和

优先档证券，本集团作为投资者，承担了部分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 

本集团资产证券化业务遵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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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转移》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计量资产证券化资本占用。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传统型 合成型 

持有本行发起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334  0 

持有他行发起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9,063  0 

 

六、其他风险暴露和评估 

（一）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情况 

本集团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未扣除资本的风险暴露

部分，按权重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主要包括对联营企业、

工商企业的投资。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暴露余额 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收益
注
 

股权投资 3,797 72 

注：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收益为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的未实现收益（损失），但不是通过利润和损失

科目来体现。 

（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暴露情况 

影响银行账户整体收益和经济价值的风险因素按其来

源可分为重定价风险、基准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及期权性

风险。本集团按季通过重定价缺口分析和利息收入压力测试

等方法对银行账户利率风险进行计量和分析。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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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货币 
利率向上变动 100 个基点 

对收益影响值 对权益的影响值 

人民币 711 -19,305 

美元 1,112 -1,101 

合计 1,823 -20,406 

七、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集团经过持续的专题研究和有效实践，目前已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和稳健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主要包括风险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

等核心环节。其中风险评估是对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各实质

性风险的评估；压力测试是测试在统一情景下各类风险的不

利变动对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影响；资本规划是在预测正常

和压力情景下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将不同情景下的资本需

求与可用资本、监管资本要求等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相应的

管理规划及措施，使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业务规划和财务规

划达到动态平衡。本集团通过建立和实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程序，持续提升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确保本集团

面临的主要风险得到识别和计量、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及风

险管理水平相适应，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化趋势及

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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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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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动态修订完善《交通银行资本管理规划》，并以此为纲领，

指导全行资本管理工作。本集团资本管理规划的主要目标是：

一是保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监管要求；二是建立

科学合理的资本补充机制，坚持内源性增长为主、外源性融

资为辅的资本补充机制；三是不断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资

成本，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四是不断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充

分、高效利用资本杠杆功能，支持业务发展，同时加强资本

约束，加快业务转型发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本集团在制定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时，综合考虑经济形

势与市场环境变化、业务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偏

好、监管要求等因素，并预留一定的资本缓冲区间以保持较

强的抵御风险能力。本集团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动态

监控、分析和报告，与资本充足率目标进行比较，采取包括

合理把握资产增速、优化调整资产结构、实施外部融资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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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薪酬管理政策 

本公司董事会设立人事薪酬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根

据《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工作条例》和董事会的授权开展

工作，对董事会负责，主要职责是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战略规

划和经营目标，拟定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薪酬和

激励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的提议，并监督方案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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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并进行初步

审核，批准和修改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并评估政策执行

情况等。报告期末，人事薪酬委员会由 4名董事组成，包括

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力先生、非执行董事王太银先生、独立非

执行董事彼得• 诺兰（Peter Hugh Nolan）先生、独立非执

行董事陈志武先生，刘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报告期内，人

事薪酬委员会共召开三次会议。 

本集团实行并持续完善“以职位为基础，以劳动力市场

价格为目标，职位价值与绩效价值相统一”，具有本集团特

色的薪酬体系和管理制度。为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本集团

不断检视现有薪酬政策，优化薪酬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强

化业绩导向，加大激励约束力度。本集团薪酬管理制度适用

于各类分支机构和员工。 

本集团薪资结构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基础工资

反映岗位价值，绩效工资反映员工业绩贡献和绩效价值。各

级经营单位、业务团队以及员工个人的绩效工资根据所在单

位、团队和个人经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表现确定。根据国家及

监管部门有关规定，目前本行所有员工绩效工资均以现金形

式支付，暂未实施股权性质的中长期激励。 

本集团坚持以效益质量为主线，强化以经济资本为核心

的风险约束和回报约束机制，坚持风险与收益最优化配置原

则，引导全行员工审慎尽职地拓展业务，注重长期质量和效

益。 

为平衡业务发展与风险管控的关系，本集团关键岗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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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绩效工资实行延期支付，在风险超常暴露、重大损失等情

况下有权止付延期绩效工资或追索已发绩效工资，通过将绩

效工资发放节奏与风险释放周期合理调配，确保薪酬政策与

当前及未来风险挂钩，充分发挥薪酬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

中的导向作用。本集团从事风险和合规管理工作员工的薪酬

根据岗位价值、个人绩效表现及履职情况确定，与其所监督

的业务条线绩效不存在直接关联。 

本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和年度薪酬情况、董事会

薪酬委员会成员薪酬情况请参见 2015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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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表 

附表 1：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银行公布的合并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

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    

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920,228 920,228 

2 存放同业款项 178,087 177,096 

3 拆出资金 356,812 363,651 

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8,999 138,002 

5 衍生金融资产 34,310 34,272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6,292 75,992 

7 应收利息 41,533 41,407 

8 发放贷款和垫款 3,634,568 3,640,723 

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4,739 259,698 

10 持有至到期投资 933,683 932,663 

11 应收款项类投资 323,679 321,662 

12 长期股权投资 577 2,443 

13 固定资产 78,342 75,436 

14 土地使用权 900 900 

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684 16,678 

16 商誉 351 230 

17 无形资产 1,159 1,145 

18 其他资产 154,419 148,829 

19 资产总计 7,155,362 7,151,055 

 
负债：     

20 向中央银行借款 135,320 135,320 

21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214,210 1,214,996 

22 拆入资金 241,844 247,053 

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9,297 29,297 

2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9,865 48,030 

25 客户存款 4,484,814 4,485,623 

26 衍生金融负债 33,164 33,164 

27 已发行债务证券 170,106 170,158 

28 应付职工薪酬 7,271 7,181 

29 应交税费 12,784 12,721 

30 应付利息 74,409 74,423 

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9 33 

32 预计负债 463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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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公布的合并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

的资产负债表 

33 其他负债 163,604 154,961 

34 负债总计 6,617,270 6,613,423 

 
所有者权益：     

35 实收资本 74,263 74,263 

36 其他权益工具 14,924 14,924 

36 资本公积 113,390 113,421 

 
其他综合收益 -307 -230 

37 盈余公积 183,864 183,862 

38 一般风险准备 75,653 75,652 

39 未分配利润 73,098 73,727 

41 少数股东权益 3,207 2,013 

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8,092 53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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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监管并表口径资产负债表展开说明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920,228   

 存放同业款项 177,096   

 拆出资金 363,65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138,002   

 衍生金融资产 34,27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5,992   

 应收利息 41,407   

 发放贷款和垫款 3,640,72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9,698   

 持有至到期投资 932,663   

 应收款项类投资 321,662   

 长期股权投资 2,443   

其中：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

一级资本投资 
1,779 a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

的核心一级资本 
146 b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

的核心一级资本 
1,684 c 

 固定资产 75,436   

 土地使用权 900 d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678 e 

其中：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

延税资产 
0 f 

其中：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

产 
16,678 g 

无形资产 1,145 h 

 商誉 230 i 

 其他资产 148,829   

资产总计 7,151,055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35,32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214,996   

 拆入资金 247,0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29,29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8,030   

 客户存款 4,48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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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衍生金融负债 33,164   

 已发行债务证券 170,158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86,115 j 

 应付职工薪酬 7,181   

 应交税费 12,721   

 应付利息 74,423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 k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负债 0 l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相关的递延税负债 0 m 

 预计负债 463   

 其他负债 154,961   

 负债总计 6,613,42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74,263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74,263 n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0 o 

 资本公积 113,421 p 

 盈余公积 183,862 q 

 一般风险准备 75,652 r 

 未分配利润 73,727 s 

其他综合收益 -230 t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相关 1,351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581 u 

少数股东权益 2,013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946 v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19 w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50 x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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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集团资本构成明细表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74,263 n 

2 留存收益 333,241   

2a 盈余公积 183,862 q 

2b 一般风险准备 75,652 r 

2c 未分配利润 73,727 s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113,191   

3a 资本公积 114,772 p+t-u 

3b 其他 -1,581 u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

非股份公司，股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0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946 v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521,641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0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230 i-l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

税负债） 
1,145 h-m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

资产 
0 f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

形成的储备 
0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0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0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

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0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负

债） 
0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0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0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0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

应扣除金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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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额 代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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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0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

除的金额 
0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0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

税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0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

资本投资 
1,779 a 

2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

本缺口 
0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

缺口 
0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3,154   

29 核心一级资本 518,487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4,924   

31 其中：权益部分 0   

32 其中：负债部分 0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0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 w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0   

36 在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4,9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0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

他一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0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

他一级资本 
0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

资本投资 
0   

41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

本缺口 
0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0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0   

44 其他一级资本 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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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额 代码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533,430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86,115 j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0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0 x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0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8,267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94,432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0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0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

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0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

级资本 
0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

投资 
0   

56b 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0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0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0   

58 二级资本 94,432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627,862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4,653,723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4%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6%   

63 资本充足率 13.49%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3.50%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1.00%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

的比例 
5.49%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71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

除部分 
146 b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 1,68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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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额 代码 

除部分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0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递延税资产（扣除

递延税负债） 
16,646 e-k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0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的数额 
0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87,438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

准备的数额 
8,267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

本的数额 
0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

的数额 
0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

本的数额 
0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的数额 
0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

数额 
46,900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

的数额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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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资本扣除限额表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适用门槛扣除法的各项目数额 资本扣除限额 

差额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净额） 

1.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

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146 

核心一级资

本*10% 
51,849 

-51,703 

2.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

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1,684 -50,165 

3.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

税资产 
16,646 -35,20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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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扣除

部分 

18,330 
核心一级资

本*15% 
77,773 -5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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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表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余额 

内部评级法未覆盖部分（权重法计量）   

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2,923 

对应的不良贷款金额 888 

对应的应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 569 

权重法部分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0 

权重法部分对应的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12,035 

内部评级法已覆盖部分（内部评级法计量）   

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74,515 

对应的校准后预期损失 78,283 

对应的校准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952,107 

内评法部分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3,768 

内评法下对应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0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合计 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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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资本底线 

本集团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余额 

1.按照《资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方法计算的受底线约束的资本要求 478,747 

2.按照《资本办法》计算的资本要求 483,527 

3.资本要求差额 -4,780 

4.应用资本底线而导致的额外风险加权资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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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合格资本工具主要特征情况表 

1 
发行机

构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标识码 3328 601328 1428013 XS1113240268 
XS111545952
8 

4605 

3 
适用法

律 

中国香港/香
港《证券及期

货条例》 

中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

法》、《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等 

除债券条款中

有关债券次级

地位的规定受

中国法管辖并

据其解释外，债

券及因债券而

起或与债券相

关的任何非合

同义务应受英

国法管辖并据

其解释 

除债券条款中

有关债券次级

地位的规定受

中国法管辖并

据其解释外，

债券及因债券

而起或与债券

相关的任何非

合同义务应受

英国法管辖并

据其解释 

境外优先股及境外优先

股附带的权利和义务均

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

法律解释 

  
监管处

理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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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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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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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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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具类

型 
普通股 普通股 二级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券 优先股 

8 

可计入

监管资

本的数

额（单

位为百

万，最

近一期

报 告

日） 

人民币

89,498 
人民币

97,534 
人民币 27,974 折人民币 7,727 

折人民币

3,514 
折人民币 14,924 

9 

工具面

值（单

位为百

万） 

人民币

35,012 
人民币

39,251 
人民币 28,000 美元 1,200 欧元 500 美元 2,450 

10 
会计处

理 

股本及资本

公积 

股本及资本

公积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11 
初始发

行日 
2005/6/23 2007/4/24 2014/8/19 2014/10/3 2014/10/3 2015/7/29 

12 

是否存

在期限

（存在

期限或

永续） 

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永续 

13 

其中：

原到期

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19
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2026 年 10 月

3 日 
无到期日 

14 

发行人

赎 回

（须经

监管审

批）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15 

其中：

赎回日

期（或

有时间

赎回日

期）及

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8/19；全

部或部分赎回。 

2019/10/3；全

部赎回。 

2021/10/3；全
部赎回。 

第一个赎回日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全部赎回

或部分赎回 

16 

其中：

后续赎

回日期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无 无 
第一个赎回日后的每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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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有） 

  
分红或

派息 
            

17 

其中：

固定或

浮动派

息 / 分

红 

浮动 浮动 固定 

浮动（前 5 年票

面利率固定，如

发行人第 5 年

末不行使赎回

权，将对票面利

率进行重置） 

浮动（前 7 年

票 面 利 率 固

定，如发行人

第 7 年末不行

使赎回权，将

对票面利率进

行重置） 

浮动，在一个股息率调

整周期内（5 年）股息率

是固定的，每隔 5 年对

股息率进行一次重置 

18 

其中：

票面利

率及相

关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5.80% 

前 5 年为 4.5%，

如发行人第 5
年末（2019 年

10 月 3 日）不

行使赎回权，将

按当时 5 年期

美国国债利率

加上 285 基点

对票面利率进

行重置 

前 7 年为

3.625%，如发

行人第 7 年末

（2021 年 10
月 3 日）不行

使赎回权，将

按当时 7 年期

欧元掉期中值

加上 300 基点

对票面利率进

行重置 

前 5 年为 5%，每隔 5 年

对股息率重置一次，按

重置日的 5 年期美国国

债收益率加上 334.4 基

点对股息率进行重置 

19 

其中：

是否存

在股息

制动机

制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否 是 

20 

其中：

是否可

自主取

消分红

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

量 

完全自由裁

量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21 

其中：

是否有

赎回激

励机制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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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是否可

转股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24 

其中：

若可转

股，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当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时，即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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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转

换触发

条件 

5.125%（或以下）时；

或当二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即指以下

两种情形的较早发生

者：（1）中国银监会认

定若不进行转股或减

记，本行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若不

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

供同等效力的支持，本

行将无法生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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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当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时，本行有

权在无需获得优先股股

东同意的情况下将届时

已发行且存续的本次境

外优先股按照总金额全

部或部分转为 H 股普通

股；当二级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时，本行有

权在无需获得优先股股

东同意的情况下将届时

已发行且存续的本次境

外优先股按照总金额全

部转为 H 股普通股 

26 

其中：

若可转

股，则

说明转

换价格

确定方

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审议通过本次境外优

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本行 H 股普通股股票交

易均价作为初始转股价

格，并根据《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第

九条第（五）款“强制

转股价格调整方式”执

行强制转股价格调整 

27 

其中：

若可转

股，则

说明是

否为强

制性转

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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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中：

若可转

股，则

说明转

换后工

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H 股普通股 

29 

其中：

若可转

股，则

说明转

换后工

具的发

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是否减

记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31 

其中：

若 减

记，则

说明减

记触发

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以下两者中的

较早者：（1）银

监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发行

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

认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资

或提供同等效

力的支持发行

人将无法生存。 

以下两者中的

较早者：（1）银

监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发行

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

认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资

或提供同等效

力的支持发行

人将无法生存。 

以下两者中的

较早者：（1）
银监会认定若

不进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生

存；（2）相关

部门认定若不

进行公共部门

注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持

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 

不适用 

32 

其中：

若 减

记，则

说明部

分减记

还是全

部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不适用 

33 

其中：

若 减

记，则

说明永

久减记

还是暂

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不适用 

34 

其中：

若暂时

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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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明

账面价

值恢复

机制 

35 

清算时

清偿顺

序（说

明清偿

顺序更

高级的

工具类

型） 

受偿顺序在

存款人、一般

债权人及次

级债、二级资

本债和其他

一级资本工

具持有人之

后 

受偿顺序在

存款人、一

般债权人及

次级债、二

级资本债和

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持有

人之后 

受偿顺序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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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已

发行的与本期

债券偿还顺序

相同的其他次

级债务处于同

一清偿顺序，与

未来可能发行

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

的其他二级资

本工具同顺位

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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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少与发

行人目前和未

来发行的所有

其他次级债务

（包括未来可

能发行的与本

期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他

二级资本工具）

处于同一清偿

顺序 

受偿顺序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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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

少与发行人目

前和未来发行

的所有其他次

级债务（包括

未来可能发行

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

的其他二级资

本工具）处于

同一清偿顺序 

受偿顺序在本行所有债

务（包括次级性债务）

以及本行发行或担保、

在或明文规定在境外优

先股之前的义务的偿还

顺序之后，在普通股持

有人之前；所有境外优

先股持有人偿还顺序相

同，彼此之间不存在优

先性，并与具有同等偿

还顺序的义务持有人的

偿还顺序相同 

36 

是否含

有暂时

的不合

格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

若有，

则说明

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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