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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银行简介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是东南亚第二大金融集团

华侨银行的全资附属机构，直接股东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聘有约 1,200 名员工，在

北京、上海、厦门、天津、成都、广州、深圳、重庆、青岛、绍兴、苏州、珠海和佛山等十

三个城市共设有 21 个网点。 

 

目前，华侨永亨银行（中国）的核心业务包括企业银行业务、金融机构业务、资金业务以及

零售银行业务等。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充分利用集团在亚洲地区广泛分布的服务网络，同

时结合自身在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网点优势及业务特色，为客户提供切合其需求

的创新金融服务。 

 

作为华侨银行的核心附属机构，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在集团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获得标准普尔的长期信用评级为 A+，短期信用评级为 A-1，长期评级展

望为稳定。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华侨银行与中国渊源深厚。自 1925 年在厦门设立第一家分行起，华侨银

行一直保持在中国内地的持续经营，近百年来从未间断。2007 年，华侨银行在上海设立法人

银行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后随着 2014 年华侨银行对永亨银行完成全面收购，华侨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和原永亨银行在中国的全资法人银行子公司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以吸收合并的方式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正式成立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秉承“永恒价值、诚信、前瞻、责任、尊重”的核心价值观，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致力于

为客户和员工带来具有长期价值的事业；同时“饮水思源、回馈社会”，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己

任，为支持儿童教育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 

 

 

1.2 披露声明 

本行依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资本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0

年资本管理信息披露报告》。本报告提供资本及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

险及其它重要风险的计量及管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薪酬等相关定性和定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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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2.1 资本充足率 

本行依据《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如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8.60%  19.1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8.60%  19.15% 

资本充足率  19.61%  20.18% 

 

2.2 资本数量及构成 

按照《资本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监管资本项目的数量和构成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的对应关系如下： 
 

(1) 资本构成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  546,700  546,700 A 

资本公积  60,491  60,491 B 

其他综合收益  3,147  9,045 C 

盈余公积  22,621  19,409 D 

一般风险准备  96,689  96,689 E 

未分配利润  81,861  52,953 F 

核心一级资本小计  811,509  785,287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无形资产扣减与之相关的    

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7,951)   (8,058)  G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 

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 H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03,558  777,229  

其他一级资本  -  -  

一级资本净额  803,558  777,229  
      

二级资本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3,759  41,701 I 

二级资本扣除项目  -  -  

总资本净额  847,317  818,930  

 
注：分项数额相加后与总和之间如存在任何差异，则该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约整所造成，下文数据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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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代码 

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2,406,199  2,442,614  

其中：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3,759  41,701 I 

无形资产  8,642  8,944  

其中：扣减递延税负值

后的净值 

 7,951  8,058 G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809  17,070  

其中：依赖未来盈利的由

经营亏损引起部分 

 -  - H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546,700  546,700 A 

资本公积  60,491  60,491 B 

其他综合收益  3,147  9,045 C 

盈余公积  22,621  19,409 D 

一般风险准备  96,689  96,689 E 

未分配利润  81,861  52,953 F 

 

 

2.3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a（注 1） 43,759 

 

41,70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b 43,759  41,70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入      

二级资本的部分与可计入 

二级资本的限额的差额 

 

-  -  

 

注 1：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为信用风险加权

资产的 1.25%。 

 

2.4 实收资本变化事项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4.67 亿元；2020 年未发生变化，无重大资本投

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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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管理 

3.1 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 

本行构建了体系完备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董事会的全面监控下，本行对各类重大风险实

行分类管理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流程，不同风险部门之间通过相互协调，实

现对风险的全面控制。具体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如下：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控表现在：董事会在董事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的支持下，确保风险管理政策和框架能充分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

风险，并确保其有效执行程度；确保风险管理所需的基础框架、资源和系统的设立； 确保符

合华侨银行集团的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风险容忍度；支持董事会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责任：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提交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及年度报告，根据董事会授

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战略、政策及目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及指导，

讨论决定相关事项，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指导和督促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确保相关制度规定与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

战略相适应；根据监管要求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战略、政策、目标执行情况和工作开展落实情

况，对高级管理层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工作的全面性、及时性、有效性进行监督；审议高

级管理层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工作报告, 研究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相关审计报告、监

管通报、内部考核结果等，督促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及时落实整改发现的各项问题；以及

审阅及批准除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明确规定必须由董事会审批以外的其他风险管理相关事

项。 

 

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通过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及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进行。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首席执行官履行识别、衡量以及监控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信息安全风险以及合规风险的职责。主要职责包括： 

 审核风险管理体系的充分有效性、监控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信息安全

风险以及合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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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本行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架构，并经由首席执行官推荐以得到董事会的正式

批准； 

 根据《中国政策架构、审批及标准政策》推荐/核准/批准不同级别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

手册； 

 确保风险管理符合业务战略和规划； 

 向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提出并阐明各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的任何重大问题和措施，以寻求

解决方案； 

 审核、批准与既定风险政策和标准偏离的豁免申请或风险决策。 

 

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辅助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及首席执行官管理全行资产负债、银行账簿利率

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敞口。在遵循集团制定的政策方针及本地监管要求的基础上，

监督相关决策的执行并确保政策与实际操作合理有效，促进中国业务发展战略。其主要职责

包括： 

 审阅全行资产负债、流动性与市场风险报告，制定符合本行风险偏好的发展策略； 

 批准并定期审阅全行资产负债管理(包括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管

理标准，就全行风险限额、预警指标等进行审批； 

 审阅并管理全行市场风险敞口及流动性风险敞口； 

 审阅压力测试分析结果并批准压力情景相关管理提案；管理及监控流动性应急计划的执

行进程； 

 确保积极落实资本管理、流动性及市场风险监管要求； 

 确保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流程以及业务和辅助部门充足的专业人员从而对资产负债及

市场风险情况进行有效管理。 

 

3.2 风险加权资产 

本行对符合监管要求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权重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

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544,459  3,377,742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545,799  464,628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29,659  215,988 

合计  4,319,917  4,058,358 

 

 

4 信用风险 

4.1 信用风险管理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目标旨在：（1）使本行能够承担符合本行目标市场和可接纳风险标准，

贷款参数和风险回报预期的信用风险，以实现可持续性绩效；（2）确保信用风险及回报符

合本行的风险偏好以及相关业务策略；（3）确保在授信活动中以最优的方式使用本行的资

本金。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是全流程的风险管理，指银行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衡量、风险监测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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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早期问题识别和补救管理。 

 

在公司信贷风险管理政策方面，本行制订了《信用风险管理架构》，概述了信用风险管理的整

个循环，明确了在信贷组合和交易层面积极管理信用风险的重要性。此外，本行还针对公司

授信、信贷授权限额、信用风险缓释、不良贷款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等方面分别制订了

《公司信贷政策》、《放贷授权限额政策》、《担保物管理政策》、《信用分级和补救措施管理政

策》和《交易对手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等政策。 

 

零售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本行制定了一系列信贷风险管理政策，以确保信贷审核及操作流程

符合国家各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并符合银行信贷规章制度及授权权限，同时确保贷款审批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政策还包含了对贷款进行组合分析及预警，协调前中后台实施积极的贷

后管理和不良贷款处置，对逾期贷款进行催收，降低银行信贷损失等方面的要求。根据信贷

政策和流程规定，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贯穿于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各个环节，涵盖信贷审批、

贷中管理、贷后走访以及压力测试、预警监控、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贷款核销和重组等不良

资产的管理等方面。 

 

 

4.2 信用风险暴露 

4.2.1 本行信用风险暴露分析如下： 

（1）按债权主体/交易对手分布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风险缓释前  风险缓释后  风险缓释前  风险缓释后 

现金类资产  442,639  442,639  523,704  523,704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319,380  319,380  212,520  212,520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3,057  3,057  3,092  3,092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1,810,446  1,810,446  1,620,710  1,620,710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      

机构的债权  219,143  219,143  135,094  135,094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2,328,614  2,176,379  2,321,777  2,242,670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33,030  31,024  22,286  20,218 

对个人的债权  467,322  467,308  538,627  538,050 

其他  80,051  80,051  73,839  73,839 

衍生金融产品  728,392  728,392  565,889  565,889 

合计  6,432,074  6,277,819  6,017,538  5,935,786 

 

本行在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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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的缓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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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地域分布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华东  4,171,864  4,110,543 

华南  772,447  794,128 

华北  338,177  257,504 

西南  341,301  280,285 

地域分布不可分(衍生金融产品)  728,392  565,889 

预期信用损失  (74,362)   (72,563)  

合计  6,277,819  5,935,786 

 

（3）按剩余期限分布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未定期限  328,359  313,962 

一个月以内  695,272  544,623 

一个月至一年  2,263,715  2,091,533 

一年以上  2,083,368  2,160,461 

逾期  15,433  20,779 

表外产品  391,897  392,854 

衍生金融产品  728,392  565,889 

预期信用损失  (74,362)   (72,563)  

风险缓释  (154,255)   (81,752)  

合计  6,277,819  5,935,786 

 

逾期贷款是全部或部分本金或利息逾期一天以上的贷款，其中按月分期还款的个人消费贷款，

逾期 90 天以内，按照已逾期部分本金余额计入，逾期 91 天及以上，按照整笔贷款本金余额

计入。 

 

4.2.2 不良贷款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次级  425  1,514 

可疑  1,518  1,895 

损失  10,986  16,008 

合计  12,929  19,417 

 

商业银行按照银保监会《贷款分类风险指引》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

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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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贷款预期信用损失变动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年初余额  65,479  88,220 

本年计提/（转回）  447  15,652 

核销及收回  (432)  (37,887) 

贷款转让  -  - 

其他变动  (126)  (506) 

合计  65,368  65,479 

 

4.3 信用风险缓释 

信用风险缓释管理是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由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信贷管理

营运部门分别依据职能具体落实实施，对各种缓释工具进行管理。公司授信业务方面，在各

类缓释工具的准入、调查审查、估值/评估、风险监测、释放处置等日常管理方面，本行通

过制订《担保物管理政策》及其他相关内部操作指引予以规范。  

 

担保物是指为担保一笔授信而抵押或质押给本行的资产，同时在发生违约时其价值易于变现

来作为一个还款来源。担保物可以是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对公司业务而言，本行可接受的

担保物的主要类型包括房地产物业、工厂机械设备、现金、结构性存款或票据、应收账款、

存货、银行承兑汇票以及信用保护等。其中信用保护是对由银行或出口信用机构签发的银行

保函、备用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以及政府担保（如风险分担计划）等担保物的统称。除

此之外，公司担保、个人担保及告慰函在本行也可以被视同为一种信贷支持。本行零售业务

可接受的抵押物具备如下基本特征：真实存在；权属关系清晰，抵押（出质）人对押品具有

处分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政策要求；具有良好的变现能力。抵押物以住宅为主。 

 

本行有效开展担保物评估工作，通过掌握担保物客观价值，定期监控其价值动态变化，为授

信决策、抵质押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制定清收处置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本行对担保物评估遵

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和审慎性原则，采取合理的评估机制并尽可能的与可接受的市场

操作相符。同时，本行担保物需要依据担保物类型，按照《担保物管理政策》的要求频率进

行评估。此外，本行还会因外部环境、债务人或担保物状况变化而增加评估频率。对于容易

获得价格的金融资产（如有价证券）， 需要更频繁的重新估值或按市价计价来反映价格变

化，来支持任一补足担保、追加保证金以及平仓要求。 

 

在零售贷款业务方面，衡量信用风险以全面评估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为前提，以押品作为缓释

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之一。本行零售业务抵押率遵循国家监管政策及各地相关监管要求及时

作出调整。同时，对抵押物状况进行持续动态监控，例如对正常类贷款抵押物估值至少每年

重估一次，关注贷款抵押物估值每半年至少重估一次，不良贷款抵押物估值至少每个季度重

估一次。抽样检查抵押物的产权及抵押状况，必要时走访抵押物。 

 

本行严格遵循《资本管理办法》确定风险权重，对于合格缓释品覆盖部分的债权采用缓释品适

用的风险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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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风险权重划分的风险暴露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风险缓释前  风险缓释后  风险缓释前  风险缓释后 

0%  1,845,190  1,845,190  1,732,101  1,732,101 

20%  19,599  19,599  55,803  55,803 

25%  560,990  560,990  449,788  449,788 

50%  269,040  269,025  325,255  325,240 

75%  231,738  229,733  256,319  253,690 

100%  2,777,125  2,624,890  2,632,383  2,553,275 

250%  -  -  -  - 

衍生金融产品  728,392  728,392  565,889  565,889 

合计  6,432,074  6,277,819  6,017,538  5,935,786 

 

本行在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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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的缓释作用。本行获得的保证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保证人资信情况良好。 

 

(2) 各类合格风险缓释工具缓释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风险缓释对应的风险暴露类型    人民币万元 

  质物  保证 

表内信用风险  24,989  91,601 

表外信用风险  37,665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  - 

合计  62,654  91,601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风险缓释对应的风险暴露类型    人民币万元 

  质物  保证 

表内信用风险  63,003  2,619 

表外信用风险  16,130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  - 

合计  79,133  2,619 

 

 

5 市场风险 

5.1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的管理目标是根据本行的风险偏好，将市场风险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

内，同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确保本行市场风险可控、稳健经营。 

 

为实现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自成立法人银行以来，本行根据《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

的要求，建立并逐步优化市场风险治理结构、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及结构化的市场风险管理体

系。同时，为支持市场风险管理平台的有效运作，本行制定了一系列覆盖本行市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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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框架、政策和流程，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反映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确立了与风

险识别、计量、监控控制和报告相关的重要内部控制流程。此外，本行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

和风险管理需要，结合监管要求、集团政策更新，以及香港监管的相关要求，对市场风险管

理政策和流程进行优化和完善，完成对所有市场风险相关政策和流程的年度审阅。 

 

本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方式是设立市场风险额度，并每日严格监控。市场风险额度不仅有针

对单一风险的限额，比如外汇净敞口限额，一个基点价值限额，一个信用点差价值风险限额，

外汇 Vega、Gamma PL 限额等，还有全面风险的限额，比如风险价值和止损限额。本行每

年会根据市场的波动和流动性情况以及业务的发展策略对限额进行审核。本行还会定期进行

压力测试以及根据市场变化进行特定的压力测试。 

 

本行在市场风险监控和报告方面实行以下架构： 

资产负债及市场风险管理部每日对各类风险敞口、损益、VaR等市场风险指标进行监测和报

告，供资金业务部参考。此外，每日也对商业账簿一个基点利率敏感值进行监测和报告，供

资产负债及资本管理部参考。各项市场风险量化指标是用来管理市场风险的敞口，以确保符

合本行市场风险偏好。 

 

资产负债及市场风险管理部每月向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呈交各类市场风险限额监控结果、

VaR回溯测试结果、市场风险压力测试以及银行账簿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敏感值并提供月

度变化分析以供其进行市场风险管理决策。 

 

资产负债及市场风险管理部每季度向本行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报告主要市场风险敞口，以供其

了解本行市场风险业务，从而提供战略指导。 

 

5.2 市场风险暴露 

本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下表列示本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及按照 8%的资本

充足率最低监管要求计算的资本要求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利率风险  404,881  32,391  426,875  34,150 

外汇风险  140,607  11,249  37,753  3,020 

期权风险  311  25  -  - 

特定风险  -  -  -  - 

合计  545,799  43,665  464,628  37,170 

 

 

 

6 操作风险 

6.1 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管理的宗旨是与行业领先的实践经验保持一致，积极管理可预期的损失，使未预期

的或灾难性的损失最小化，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新的业务机会。银行整体目标是维持足

够的操作风险控制，以保护银行声誉以及保持操作风险暴露在董事会批准的风险承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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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宗旨和目标是在操作风险管理部的牵头支持下，通过所有业务部门在全行实现。 

本行建立了操作风险架构和健全的政策制度，提供了全面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确保操作风

险的识别、评估、处置、监控和报告是以结构化、系统化和统一的方式开展，并为各部门制

定风险管控措施提供了基准指南。这个框架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于本行拥有一个完备的内部控

制体系。这个内控体系能够使员工清楚地理解开展其职责所担当的角色，保护员工履行其控

制职责。 

 

基于操作风险管理架构，在风险管理的各个阶段，本行操作风险管理部制定和部署了相关的

风险管控措施，包括了自我评估程序、操作风险事件报告机制、关键风险指标体系，业务连

续性管理以及专项检查机制等等。对于特定的风险领域，本行操作风险管理部也制定了相关

的风险管控措施，包括了欺诈风险管理、业务连续性及危机管理、声誉风险管理、外包风险

管理、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管理、物理安全管理以及新产品审核机制等等。 

 

通过上述的管控措施，本行各部能够有效地落实各类风险管控措施并及时反馈风险状态。操

作风险管理部能够收集和汇总本行各部的操作风险管控情况，定期向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

管理层以及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报告。 

 

此外，本行意识到良好的内控和风险文化建设已成为内控体系有效性不可缺乏的重要环节。

本行通过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全行范围树立全员内控和风险防范的

意识，持续不断地对全体员工进行内部控制培训和风险意识教育，并进行测试，确保全体员

工都具有较强的内控理念、风险意识，并遵守行为规范，达到业务发展目标。 

 

通过实施各类风险管理措施，2020 年度本行操作风险水平总体相对稳定，各类操作风险监测

指标总体平稳。本行关键操作风险指标体系将继续依据内外部环境的发展而适时调整，以满

足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于操作风险管理的预期，与本行风险偏好相适应。 

 

6.2 操作风险暴露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下表列示本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及按照 8%的

资本充足率最低监管要求计算的资本要求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操作风险  229,659  18,373  215,988  17,279 

   

 

 

7 其他风险 

7.1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一种由信贷、市场和流动性等相关因素的互相作用引起的多维度风险。

本行制订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建立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机制，覆盖交易

对手信贷限额类型、交易对手限额评估和审批、信贷风险缓释、授后监控、衍生品风险敞口

监控和资产组合审查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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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抵押的交易，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政策》规定可以采用符合条件的金融抵押

品，并用一个打折率来覆盖潜在的负面市场波动，为市值计价的敞口余额提供部分或全部的

担保。每份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 ISDA 和 CSA 或 NAFMII 或 DMACC 或其它主协议都必须

清晰地列明担保物品种、打折率、估值频率、评级触发点和在敞口超出提前确定的限额时所

需的补充担保金额。 

 

错向风险发生在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与同一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呈负相关时产生的风险。本

行此部分风险管理措施体现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政策》之中，该政策同时规定了当交

易对手不能按合同履行义务时，必须对收回合约价值的可能性及交易对手的信用评级进行评

估，如有必要，应计提专项减值准备。信用评级和分类必须符合信用分级和补救措施管理政

策有关规定。 

 

7.2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本行银行账户主要币种为人民币、美元及港币。各账户利率风险特点不同，人民币账户资产

主要以客户贷款、持有的中长期固定利率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以及金融债为主。负债端主

要是客户存款、同业拆入以及中长期债券发行。美元及港币账户资产以客户贷款居多，负债

端美元融资通过客户存款及集团内拆入，而港币负债则主要是客户存款和同业拆入。 

 

在计量重定价缺口的过程中，本行所采用的重要模型假设包括客户贷款的提前支付、客户定

期存款提前支取、无到期日存款（主要是活期及储蓄存款）行为分析。客户贷款的提前支付

以及客户定期存款的提前支取是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得出。无到期日存款首先根据历史数

据分析得出超过 1 年期限的稳定存款比例，然后再通过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得出

利率敏感性以及非利率敏感性存款。稳定且非利率敏感性存款作为核心存款行为化至中长期

限，其余部分则作为非核心存款计入隔夜期限。 

 

本行目前每日对重定价缺口以及 1 个基点的现值敏感度进行报告，每月根据各类利率压力

情景对经济价值以及净利息收入敏感值进行报告。 

 

本行通过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对利率压力情景下的经济价值敏感度以及净利息收入敏感度

进行计量。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结果如下表： 

 

净利息敏感值  

(以人民币百万计) 

总账户 人民币账户 美元账户 港币账户 

利率平行向上 100 基点 97 68 17 10 

利率平行向下 100 基点 -97 -68 -17 -10 

 

经济价值敏感值  

(以人民币百万计) 

总账户 人民币账户 美元账户 港币账户 

利率平行向上 100 基点 -107 -143 30 3 

利率平行向下 100 基点 112 149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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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管理是本行资产负债管理职能重要的组成部分，目标是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及压

力情景下具备多方面的融资渠道及充足的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以满足各项负债的清偿需求。

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还要确保本行新业务发展及新产品开发所产生的流动性风险符合所设定的

风险偏好。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健全，包括政策、方针、流程执行、各项流动性监管与内部指标监

控，日常现金流测算，流动性压力测试以及应急计划等。2020 年，本行资产负债及市场风险

管理部审核了日常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模型以及相关参数，进一步提高华侨永亨中国的流动

性风险管理水平。 

 

 

7.4 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 

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管理是操作风险管理的组成部分，根据其重要性，本行专门制定了科

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管理架构和相关政策流程。目标是将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管理融合到

三道防线为基础的风险治理架构中。通过建立相关风险管理流程，明确监控、评估、响应和

沟通的角色和职责。 

 

为了应对信息泄露风险及日益突出的网络安全威胁，本行科技风险管理工作小组及外包管理

控制小组持续加强数据泄露保护控制的监督职能，强化了网络风险的监督职能，通过持续优

化独立的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的监控指标，全面了解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状态和控制措

施运行情况。为了防御新兴科技风险，2020 年，本行对新兴技术及新风险积极开展调研，提

供前瞻性的分析和指导，建立了多项新兴技术的安全采用指南。同时,本行也注重内部控制和

安全意识的培养，配合技术防控手段，提升科技、信息及网络风险管理的整体水平。 

 

2020 年全年，本行无重大信息科技和信息安全事故发生，也无重大信息科技监管违规事件发

生。 

 

 

7.5 声誉风险 

本行的声誉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了解本行声誉，以及识别并解决本

行的业绩表现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保护银行的声誉和管理声誉风险的途径主要

包括识别和评估重要声誉风险因素，预防可能会损害声誉的情况发生，尽最大努力减小声誉

危机事件的影响，建立分析与监控机制以对于潜在问题或危机提出预警，以及根据法律与监

管要求，通过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从而维护银行声誉。 

 

本行声誉风险管理包含在操作风险管理架构内，以业务部门为基础，与品牌与传播部、合规

部、人力资源部、操作风险管理部实行联动，对发生任何有关本行声誉状态的事件及时应对

并向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及时上报。 

 

本行将影响银行声誉的重大事件纳入了危机管理机制，对事件实行分级处理，对于各级别的

事件，制定不同的应对及处置流程，并将依据事件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应对方案，以确保及时

响应和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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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已经建立的操作风险监测指标中包含了声誉风险的监测指标，密切关注本行声誉风险情

况及其发展趋势。2020 年度本行各声誉风险指标状态均显示良好，说明本行在管理声誉风

险方面总体有效，风险可控。 

 

 

8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8.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主要涉及基于本行所面临的所有重要风险的全面评

估，评定相较风险而言的资本充足水平，并且设定与本行风险状况和经营环境相匹配并兼顾

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的资本水平。其主要相关内容如下： 

 治理结构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董事会每年经管理层执行委员会核准后，在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首席执行官的推荐下完成： 

- 批准银行的风险偏好 

- 批准三年资本规划中的资本水平和资本组成 

- 审阅 ICAAP 结果，包括监管资本和内部资本要求 

- 审阅 ICAAP 压力测试结果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或应急方案（如有） 

 政策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和母行相关政策制定了《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内部资本充

足评估政策》，确保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符合监管和本行内部相关要求。 

 

 全面风险评估 

全面识别和评估与本行相关的重要风险，在满足“第一支柱”下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

础上，还需满足如信用集中度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和声誉

风险等“第二支柱”下的其他风险对资本的要求。 

 

 资本规划 

资本规划程序须符合 ICAAP 陈述的目标，在考虑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的同时，确保

本行资本充足水平与风险预测及经营环境相符合，详见 8.2。 

 

 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情景和参数由风险管理部参照集团情景筹备，经相关风险职能部门对不同风

险类型（如相关）进行讨论后，由管理层执行委员会进行批准。 

 

相关 ICAAP 压力测试的风险因素和参数是由集团资金部的经济学家和相关风险职能部

共同提供的。风险因素和参数由风险管理部进行本地化调整后递交管理层执行委员会审

批。本行运用压力测试评估在压力情景下所需的内部资本及其对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

若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水平低于监管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或者内部设定的最小阀值，

将制定潜在管理措施和应急方案供进一步审议和讨论。 

 

 独立审查 

本行 ICAAP 需经过本行内部审计部的独立审查，确保 ICAAP 符合《资本管理办法》及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相关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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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本行按年进行资本规划，在考虑风险偏好和经营环境的前提下，对利润表，资产负债表，资

本供给和资本要求（监管要求和内部要求）进行三年预测。规划中的资本供给水平应满足本

行风险偏好中设定的监管资本充足率内部目标。资本规划程序如下所示：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董事会每年经管理层执行委员会核准后，在华侨永亨银行（中国）首

席执行官的推荐下，批准未来三年资本规划中的资本水平和资本组成。 

 

本行对资本充足率的日常管理包括：通过运用实际和预测数据对资本实际使用情况和可获得

的资本供给进行评估，并视需求采取相应的管理手段。当资本水平低于或预期将低于内部目

标水平时，评估潜在未来资本使用情况，考虑因素包括风险预期，压力测试，银行资产和风

险加权资产的增长预测以及这些因素对银行总体风险状况和资本充足状况的潜在影响，据此

对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和资本供给计划做出合理调整。 

 

另外，本行每季度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董事会提交资本充足率监测报告，内容包括最近

一个季度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与上季度末资本充足率水平变化的差异原因分析，以及对下

一个季度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预测。 

 

 

9 薪酬 

9.1 薪酬管理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由三名委员(包括主席)组成，独立董事为委员会主席。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

要职责为： 

 拟定董事、董事长、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成员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审议全行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薪酬方案，向董事会

提出薪酬方案建议，并监督方案实施； 

 审阅及批准除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明确规定必须由董事会审批以外的其他与提名

及薪酬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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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可随时召集，但每年至少应召开 1 次会议。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均可召集会

议。在 2020 年度，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 

 

高级管理层人员构成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年底，总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姓名 性别 

首席执行官 王克 男 

副行长/企业银行部总经理 郭进平 男 

首席信息官/营运与科技部总经理 王科 男 

首席风险控制官 洪湧翔 男 

首席财务官（拟任）1 张立纲 男 

合规负责人 李峰 女 

内审负责人（拟任）1 牟盛 男 

董事会秘书（拟任）1 王季江 男 

资金部总经理 张方田 男 

零售银行部总经理 吴兴红 男 

金融机构部 戴镔 男 

法律部总经理 罗运宝 男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刘淑仪 女 

品牌与传播部总经理 包歆彦 女 

注 1: 上述三位拟任人员的高管任职资格已经于 2021 年 3 月 4 日获得上海银保监局的监管核准。 

 

9.2 薪酬政策 

本行薪酬政策设立的目的旨在吸引、激励、回馈和保留优秀的员工，同时也致力于确保本行

薪酬体系符合监管要求并有助于促进有效的风险管理。本行的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本

行的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 

 

本行按照薪酬政策实施薪酬管理。内部审计部每年对全行绩效管理、薪酬框架与实践进行审

计，并将审计结果通报审计委员会、监事、银行管理层及监管机构。同时，外部审计也已将

薪酬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情况纳入年度审计内容，并根据审计结果提供管理意见。 

 

员工的整体薪酬包括固定薪酬、可变薪酬、福利性收入等项下的货币和非现金的各种权益性

支出。 

 

固定薪酬即基本薪酬，由员工所在职位的市场价值、个人的工作经验、在银行的劳动投入以

及所承担的经营责任及风险、内部员工的工资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 

 

可变薪酬主要包括销售奖金以及绩效奖金。员工的销售奖金主要根据财务指标、合规风险指

标和服务指标等通过量化考评进行严格管理及综合考评，并采取与风险暴露期结合的递延支

付和扣回制度。员工的绩效奖金主要根据银行的财务表现、重大风险、审计和合规表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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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个人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等采用平衡计分卡原则来综合确定。在考量员工整体绩效表现

时，员工在风险控制、合规、审计等非财务指标方面的表现评分占整体绩效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确保风险控制、财务、合规与内审管理工作的独立性，本行从事风险控制、财务、合规与

内审管理工作员工的个人绩效与其所监督的业务条线绩效没有直接挂钩。 

 

福利性收入包括本行为员工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纳入专户进行管理。 

 

对于高级管理层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在考核其经营业绩时，风险和控制指

标被纳入考虑范围以确定其薪酬。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其绩效薪酬的 50%采取递延的形式发

放，其中 40%以递延股票的形式，10%以现金的形式递延发放。除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高级管理层以及其他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其绩效薪酬的 40%通过递延股票的形式

递延发放。递延薪酬的延期支付时间为三年，在延期支付时段中基本遵循等分原则，未发生

前重后轻的情况。本行已就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部分制定了相应的延期追索、扣回规定。如

遇特定情形，本行有权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薪酬全部追回，并止付所有未支付的部分。

2020 年度，本行未发生员工绩效薪酬的止付、延期追索和因故扣回的情况。 

 

我行 2020 年支付给员工的年度薪酬总额综合考虑当年人员总量、结构以及我行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风险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等多种因素。薪酬激励与银行竞争能力以及持续能力建设

相兼顾。 

 

9.3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薪酬 

2020 年度本行支付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含福利性收入）为人民币 36,186,620 元，除

本行高级管理层以外的其他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员工的薪酬总额（含福利性收入）为人民

币 41,339,166 元。 

 

本行通过递延股票以及期权对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人员的绩效薪酬进

行延期支付，以达到将员工的长期利益与银行的利益相结合，以及风险控制的作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授予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但尚未发放的股份和

期权价值人民币 22,604,566 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0,462,110 元) 。延期支付部

分将在约定的锁定期期后进行支付，在延期支付时段中基本遵循等分原则。 

 

2020 年，获得绩效奖金及离职金的高级管理层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人数为 38

人。 

 

高级管理层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薪酬信息分类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度固定薪酬 46,108,781 

2020 年度可变薪酬 20,633,637 

其中：未受限薪酬（现金奖金） 12,447,408 

        递延薪酬  8,186,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