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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上市银行业绩快报公布 

股份制银行增速乏力 城商行表现强劲 
【参考信息】 

 目前为止，已有七家上市银行公布了其 2015 年的业绩快报，从已披露的业绩快

报中不难发现，去年以来，资产规模方面，各家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规模大部分

已迈入五万亿元大关。在增速方面，相对于股份制银行的增速乏力，城商行则

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 

 在目前披露业绩快报的各家银行中，论资产规模，招商银行依旧领先。截至 2015

年年末，招商银行总资产为 5.48 万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 15.78%。作为首家披

露业绩快报的浦发银行，其总资产规模继2014年首度突破了四万亿元的大关后，

在 2015 年再次首度突破五万亿元。截至去年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 5.04 万亿

元，增幅为 20.19%。兴业银行 2015 年度总资产达 5.30 万亿元，增长 20.22%。

中信银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达到 5.12 万亿元，增长 23.81%。截

至 2015 年年末,民生银行资产总额 45209.35 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 12.60%；华

夏银行资产规模则相对较少，该行去年总资产为 20197.41 亿元，增速为 9.08%。 

 而作为目前唯一一家披露业绩快报的城商行——南京银行，其资产规模则相对

较小，但增长较为显著。该行截至去年年末的总资产仅为 8050.26 亿元，增幅

则高达 40.46%。 

 在业绩方面，不出市场各方所料，银行在 2015 年普遍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处境之

中。除了南京银行去年净利润尚能保持 24.86%的快速增长外，其余几家银行均

只有个位数，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银监会此前公布的《2015 年四季度

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银行业利润增长有所趋缓，截至 2015 年四季度末，

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5926 亿元，同比增长 2.43%。 

 华夏银行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该行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88.44 亿元，同

比增长 7.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83 亿元，同比增长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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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4.99 亿元，同比增长 23.70%；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2.57 亿元，同比增长 6.62%。浦发银行去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5.98 亿元，同比增长 7.6%，同比增长 5.56%。民生银行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4.25 亿元，同比增长 13.9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11 亿元,同比增长 3.51%。招商银行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4.62 亿元，

同比增长 21.46；实现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 576.51 亿元，同比增长 3.11%。 

 业绩增速不振的同时，各家上市银行还面临着愈发严重的资产质量压力。截至

2015 年年末，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43%，较去年年初上升 0.34 个百分点。

兴业银行截至 2015 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为 1.46%，较去年年初上升 0.36 个百分

点。浦发银行去年末期的不良贷款率为 1.56%，较去年年初上升 0.5 个百分点。

截至去年年末，中信银行不良率为 1.43%。招商银行截至 2015 年年底的不良贷

款率为 1.68%，较年初增加 0.57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60%，较

2014 年年末上升 0.43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质量方面，南京银行依旧表现抢眼，截至 2015 年年末，南京

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0.83%，较去年年初下降 0.11 个百分点。【分析点评】 

 目前，已有 7家上市银行业绩快报亮相。从上述银行业绩快报中可以看出，各

家银行在 2015 年仍处寒冬之中，不但业绩增速普遍降至个位数，不良贷款率还

在攀升。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 7家银行中唯一的一家城商行，

南京银行则表现抢眼，24.86%的净利润增速不但领先于其它股份制银行，其去

年不良贷款率也出现下降。 

【参考链接】 

 7 份上市银行业绩快报：股份制银行增速乏力城商行表现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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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焦点：上海 G20】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 26 日至 27 日在上海召开。届时，各国将讨论如何应

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市场动荡现状。尽管之前官员的态度已经降低

了各国联合解决市场骚乱的可能性，但还是有可能针对非发达经济体达成更小范围的协

议。 

某知情官员指出，在本周 G20 峰会上，各国财长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安全的全

球金融体系。包括如何协调现有资源，比如单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地区紧急融资协议、

央行互换额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何抵御经济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出问题也将摆上台面。官员将会讨论抵御资本极端流动性的措

施，完善集体行动条款以防止无序的债务违约，以及针对 IMF 做出一些改革。 

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周一在峰会前指出，美国将呼吁 G20 国家使用更多财政政策来

刺激全球需求。并称，这会增强全球市场信心，减少全球市场波动性。同时，美国将敦

促各国不要为竞争性贬值操纵汇率。此外，该官员指出，中国在向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

转型过程中，应向市场传达更清晰的货币政策信号。 

除了合作应对近期的市场波动，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石原伸晃指出，G20 将讨论美国

利率、油价波动问题。上周五，IMF 总裁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

呼吁 G20 官员关注本国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2 月 22 日，人民币中间价小幅上调 21 个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没有波动。交

易员指出，人民币汇率至少在 G20 峰会期间会保持稳定。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将在会议

正式开始之前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周小川是否能解开市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困惑将

会是一大焦点。 

◆【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再定调 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不要强刺激】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一旦经济真的出现滑出合理区间

的苗头，该出手时会果断出手。近日，又有多家外投行包括高盛、穆迪均预测 2016 年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 6.5%以下。明显这一数据与中央未来 5年预定目标有一定差距。市

场人士纷纷猜测，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更加明显，必要时要对经济采取强刺激。 

信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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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于 2月 22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的定调打破了市场的猜测。会上习近

平指出，2016 年将采取稳定的经济政策。所谓稳定的经济政策，即政策不会大幅变动，

也就是说 2016 年不会有大规模或者强经济刺激。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对 2016 年就业形

势的判断。因为就业稳，经济稳，社会才能稳，这是中央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而之所以

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为了更加长远的稳定。 

不过，即使就业稳定，李克强还是给部长们提出了几个任务。李克强在新年首次国

务院会议上指出，在保持就业形势稳定的同时，必须要高度警觉，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各地方、各部门必须进一步确立底线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此外，李克强严肃要求国务

院各部门，要针对当前主要经济指标各自“对对表”。 

会议指出，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的攻坚之年，实现 2016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

相机调控，为经济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环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

增长动力。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

发展取得新突破。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施政

能力和服务水平。 

◆【国企改革“十项试点”将推出 亮点或在央企资产证券化】 

随着国企改革全面提速，央企推进第二批试点的预期正在升温，相关改革即将进入

深化推进及全面实施阶段。相关部门近日将针对国企“十项改革试点”召开发布会，或

将启动第二批国企改革试点。 

业内人士指出，2016 年国企改革力度、深度将进一步加大，“十项试点”将从点到

面全面推开，并购重组、混改、员工持股、整体上市等多个领域将加快探索。同时，地

方改革试点也将进一步推进，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目前来看，107 家央企将是国企改革

重点，兼并重组及资产证券化将成为重要看点。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即将推出的十项改革试点与第一批试点相比

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对国企改革的部署重点更加明确，试点

更加具体，针对性更强。二是在供给侧改革及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将国企改革中的

一些新问题列入了试点内容，尤其是兼并重组的试点，内容更丰富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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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指出，根据国资委确定央企改革第一批试点的原则以及最终确定试点集团

的特点，建议从四个特点来选择重点关注的集团：集团性质以竞争类为主，且是产业龙

头公司；集团具有一定改革基础及经验；集团改革方向较为明确；管理层改革积极性较

高或有相关表态。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指出，2016 年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发力点都是针对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重要的运行主体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此次推

行的“十项改革试点”是在第一批试点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向前推进，更加具体。未来，

改革试点将是动态运行的，后续还会有更多的试点跟进。 

关于十项改革的具体内容，一是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二是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

试点，三是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四是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五是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六是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七是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九是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十是剥离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外管局：2015 年境外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投资净流入 500 亿元】 

2015 年第四季度，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115.70 亿元人民

币，流出 104.93 亿元人民币，净流入 10.76 亿元人民币；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

接投资流出 526.73 亿元人民币，流入 92.83 亿元人民币，净流出 433.90 亿元人民币。 

2015 年全年，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692.37 亿元人民币，

流出 192.24 亿元人民币，净流入 500.14 亿元人民币；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

资流出 1344.95 亿元人民币，流入 599.08 亿元人民币，净流出 745.87 亿元人民币 

2015 年末，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存量 8341.05 亿元人民币，我

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存量 11116.31 亿元人民币。 

◆【恒生银行去年减持兴业银行股权  净利润 274.94 亿港元增逾 80%】 

恒生银行 2月 22 日发布 2015 年业绩。数据显示，恒生银行 2015 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81.71%至 274.94 亿港元；每股收益为 14.22 港元，相对

2014 年增加 79.77%；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 2.1%。 

去年，恒生银行减持兴业银行 9.99%股权，获得净收益 106.36 亿港元。业绩数据显

示，如不包括过去两年对兴业银行投资变动的财务影响，该行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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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利润均较 2014 年上升 4%，每股盈利则上升 2%。按相同基准计算的平均股东资金回报

率及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别为 13.8%及 1.3%。 

恒生银行 2015 年实现营业利润较 2014 年微降至 194.33 亿港元，营业支出则增加

9%至 104.82 亿港元。恒生银行指出，该行营业支出的增加，主要是该行增加网点扩展

及电子服务渠道的投资，此外租金、员工薪酬支出及市场推广费用也有所增加。 

2015 年，恒生银行实现拨备前营业利润 205.41 亿港元，与 2014 年相比基本持平，

净利息收入及净服务费收入增长较为强劲。其中，净利息收入增长 7%至 211.65 亿港元，

净服务费收入增长 13%至 70.38 亿港元。 

截至 2015 年末，恒生银行总资产增长 6%至 13340 亿港元，贷款及存款分别上升 5%

及 4%。其中在港贷款增长 6%至 4834 亿港元，在香港以外的贷款总额同比下降 2%。恒生

银行指出，信贷环境日趋不明朗，该行采取审慎风险管理策略，内地相关贷款因此减少。 

年报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恒生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三》之总资本比率为 22.1%，

较上年末上升 6.4 个百分点；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及一级资本比率分别为为 17.7%、

19.1%，分别较 2014 年底上升 2.1 个百分点、3.5 个百分点。 

◆【五大银行系 P2P 路径迥异：或规模飙升或退出舞台】 

相比于一般 P2P 平台，银行系 P2P 算是出身名门，其有着值得自豪的出身，有着严

谨的风控，不用太费劲就能找到相对优质的项目，并且更容易被投资者所信任，也正因

此，银行系 P2P 从出生起就被寄予厚望。 

2014 年，曾有五大银行系平台被人津津乐道，这五大平台分别是民生易贷、开鑫贷、

陆金所、小马 bank 和招商银行小企业 E家。如今，原小马 bank 经过 1年多停摆，重新

整合升级为有氧金融，民生易贷也逐渐自谋出路，平安集团对陆金所持股减少，招商小

企业 E家也在数月修整后重新定位，似乎在这两年时间里，只有开鑫贷选择了坚守。 

在上述 5家 P2P 平台中，陆金所无疑是超级巨无霸，2015 年上半年，陆金所总交易

量为 5122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个人零售端交易量 1139 亿元，同比增长逾 4倍，

机构端交易量 3983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5 倍。截至 2015 年 6 月末，陆金所累计总交

易量达到 8015 亿元，包括个人零售端 2013 亿元，机构端 6002 亿元。 

2015 年，应该说是民生易贷、小企业 E家回归本源的一年，从两家平台的整体年化

收益率来看，稳扎稳打，走的是传统银行风控的路子。银行系 P2P 与普通 P2P 平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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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差异就是产品收益率，传统 P2P 平台动辄 10%年化收益率的产品屡见不鲜，但对于

银行系 P2P 而言，产品收益率超过 6%都属于收益高的，也通常是被秒杀的。 

国内较早尝试类 P2P 业务的包商银行小马 bank，在长期无新标之后，终于重新整合

为有氧金融，未来将作为直销银行成为包商银行的一分子。公告显示，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小马 bank 的服务将逐步转入到有氧金融平台，2016 年 4 月 30 日 15 时将正式

关闭原有小马 bank 所有功能。也就是说，小马 bank 从 2014 年 6月份到 2016 年 4月份，

实际成长周期不足两年。 

在 5家平台中，开鑫贷是发展最稳健的一家。开鑫贷数据显示，平台 2015 年全年

成交 90.65 亿元，为用户创造收益 3.76 亿元；平均到期收益率 9.06%，远超过银行理财

和货币基金收益。成交金额增长 123.28%，注册用户增长 110.33%，继续保持了高速稳

健的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