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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姚文嵩

截至目前，37家A股上市银行中21
家A股上市银行发布2020年年报，其中
包括6家国有大型银行、8家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和7家地方法人银行。平安
银行依然是首家“交卷”的银行，也是唯
一一家在2月份披露的银行。
从整体来看，这21家银行在2020年

实现了经营的平稳发展，其中16家实现
净利润稳中有增。素有“宇宙第一大行”
之称的工商银行，净利润达到3176 . 85
亿元，仍位居所有银行之首。招商银行净
利润达979 . 59亿元，位列股份行之首，
但信用卡贷款不良率有所抬头。

净利润整体向好
增速明显放缓
记者在21家A股上市银行2020年

年报数据中发现，银行净利润普遍在
2020年第四季度实现快速增长，进而拉
动全年业绩增速转正，但与往年相比增
速明显放缓。
六家国有行中，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交行和邮储银行2020年全年归母净
利润分别达到3159 .06亿元、2159 .25亿
元、1928 .7亿元、2710 .5亿元、782 .74亿
元和641 . 99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 . 2%、1 . 8%、2 . 92%、1 . 62%、1 . 28%和
5 .36%。从赚钱能力上看，国有六大行延
续了此前的排名。
从归母净利润来看，邮储银行稳坐

“已交卷”上市银行2020年归母净利润
增速的头把交椅，增速为5 .36%。股份银
行中，招商银行2020年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速4 . 82%，位居已披露的股份制银行
之首，除了尚未披露年报的华夏银行之
外，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浙商银行净利

润增速处于负增长状态，其他股份行去
年净利增速均呈正增长。其中民生银行
跌幅最大，据年报数据显示该行归母净
利润同比减少36 . 25%，民生银行董事长
高迎欣在年报致辞中表示：“利润同比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加快问题资产处置节
奏，加大拨备计提力度”。

不良率分化明显
信用卡贷款不良率抬头显著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末，中

国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1 . 84%，较
2019年末下降0 .02个百分点。
从已披露年报的21家A股上市银行

数据来看，A股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增
降参半，平安银行不良率降幅最大，较上
年末下降0 . 47个百分点至1 . 18%；民生
银行增幅最大，较上年末增长0 . 26个百
分点至1 .82%
其中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

末出现增长，邮储银行在六大行中增幅
最小，较上年末增长0 . 02个百分点至
0 .88%，而交通银行增幅最大，较上年末
增长0 .2个百分点至1 .67%。
有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国有行不良贷

款率指标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上升幅
度比较小，2020年底大行不良贷款率大幅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股份制银行基本处
于同等水平。
而上市股份行中，除华夏银行尚未披

露年报数据外，仅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出
现不良贷款率增长，其余7家股份行均实
现不良贷款率较2019年末下降。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去年信用卡

贷款不良率抬头显著，或成为银行业新
增不良的主要来源之一。招商银行年报
显示，2020年末，该行信用卡不良率为
1 . 66%，较上半年数据有所下降，较

2019年末仍增长0 .31个百分点。该行副
行长王良在前述发布会上坦言，今年信
用卡贷款风险仍然会处于相对高位，因
此银行对于信用卡客户准入，对信用卡
贷款的增速都会做相应调整。
民生银行董事长高迎欣在该行2020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该行零售不良余
额增长主要集中在信用卡上。“因疫情原
因，部分信用卡客户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下降，剔除信用卡业务后，其余零售业务
不良率较年初下降0.14个百分点。”

青岛银行逆势增长
管理总资产突破6000亿元
截至目前，A股上市的两家青岛本

地法人银行中，青岛银行已交出满意“答
卷”，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
增长放缓的双重冲击，青岛银行逆势蓄
力、危中寻机，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截至
2020年末，青岛银行资产总额达4598.28
亿元，增长23.07%，管理总资产突破6000
亿元，已经成长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区域性
商业银行，营业收入105 .41亿元，首次突
破百亿大关，资产质量显著提升，不良贷
款率和关注类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截至
2020年末，青岛银行存款总额2722亿元，
全年新增近600亿元，增长27 .93%，增幅
创下近10年内新高。
2020年，青岛银行前瞻性地启动经

营管理双提升计划，推动业务发展的同
时，大力探索推出以科技赋能发展、业务
审批转型、运营管理优化为主线的系列
管理改革举措。得益于此，青岛银行业务
取得高效和高质量发展，存款业务实现
强劲增长，青岛地区市场份额持续提高，
山东省内影响力全面提升。
2020年11月，青银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正式开业，不仅是青岛银行扩展经营

范围和业务品种，亦是该行公司综合化
经营和集团化布局的重要一步。截至
2020年末，青岛银行实现理财产品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达人民币10 . 08亿元，同
比增长高达45 . 04%，理财业务盈利能
力实现强劲增长。
而A股上市的另一家青岛本地法人

银行——— 青岛农商行将于4月下旬披露
2020年财报。

多家银行部分指标超上限
根据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新规，中资

大型银行（第一档）、中资中型银行（第二
档）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
40％、27 . 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
分别为32 .5％、20％。整体来看，2020年
不少上市银行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贷
款仍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有个别银行涉
房贷款占比超标。值得警惕的是，亦有部
分银行逼近监管红线。6大国有银行位
列第一档。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20年
年末，6家大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均在
红线之下，其中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占
比超过39％，已经逼近40％的红线。个
人住房贷款占比方面，建设银行
（34 . 73％）、邮储银行（34％）超过
32 . 5％的红线。交通银行受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影响最小，其房地产贷款占比为
2 8 . 0 7％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为
22 .12％。
股份制商业银行位列第二档。在已

披露年报的8家银行中，截至2020年年
末，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
比分别为33 . 12%和34 . 56%，个人住房
贷款占比分别为25 . 35%和26 . 55%，均
超过27 . 5%和20%的上限。中信银行个
人住房贷款占比也超过20%，房地产贷
款占比逼近27 .5%的红线。

21家A股上市银行发布2020年年报
招行信用卡贷款不良率抬头

□半岛全媒体记者 姚文嵩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
诞。近年来，党的全部工作的落实也都愈
加鲜明地指向了基层党支部。青岛各金
融机构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在助力实体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金融力
量。强化党建引领、聚焦金融力量，不少

金融机构深挖企业活力、产品品牌，已形
成一系列党建服务品牌，涌现出一批优
秀党支部，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服
务提升之路，发挥着金融担当。
即日起，半岛都市报金融财税全媒

体中心将推出“献礼建党百年 讲述红
色故事”金融基层党建系列报道。
在建党百年之际，聚焦平凡中的伟

大，以文、图、视频进行探访报道，在报、
网、端、微进行全媒体传播，并在半岛新

闻设置《献礼建党百年 讲述红色故事》
金融基层党建系列报道专题。深入挖掘
岛城金融业100家基层党支部故事，全
方面展示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
当，展示岛城金融机构立足新阶段、奋进
新征程的责任担当。
聚焦老党员，以老党员的视角，回顾

支部发展历程，重访和重温百年党史中
的传奇故事，记录支部的每个阶段里令
人印象深刻的“时光印记”，探寻薪火相

传的伟大精神。围绕“百年奋斗路 启航
新征程”主题，聚焦岛城金融机构发展
史，镌刻岛城金融机构自成立以来金融
“足迹”，记录他们在不同时期与这个城
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
大格局，小切口，窥一斑而知全豹，

处一隅而观全局，借以折射那个时代金
融故事。
欢迎岛城的金融机构踊跃报名！报

名电话：13615329869

金融基层党建系列报道线索征集开始啦

□半岛全媒体记者 姚文嵩

为推动“放管服”改革，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经总局同意，国家外汇管理局
青岛市分局近日在青岛地区正式启动实
施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试点政策
主要包括：银行按照展业原则优化贸易
外汇收支单证审核、货物贸易超期限等
特殊退汇业务免于事前登记、货物贸易
对外付汇时免于办理进口报关单核验手
续等。

3月30日，作为首批参加试点的中
国银行青岛市分行成功为山东中外运船
务代理有限公司办理了第一笔服务贸易
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金额454 . 8
万美元，这标志着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
试点成功在青岛落地。
山东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国际航线运输、国际货运代理、
船舶代理、船舶租赁等服务为一体的
现代化、综合性大型物流企业。因业务
需要，企业近两年来每年发生服务贸

易外汇收支1500余笔，该企业财务负
责人表示，试点实施前，每笔业务都需
要事前准备大量的合同、发票等单证
材料，每笔业务从资料准备到汇出，大
约需要3~4个小时，占用较多的人力、
物力。试点实施后，基于对企业信用状
况的综合评估，银行基本上取消了单
证审核流程，办结单笔收付汇业务用
时缩短至30分钟,资金结算效率显著
提升，有效节约人力成本，实实在在感
受到了试点带来的便捷服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开展便利化试点工作，能
够充分发挥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的积
极作用，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赋
予“信用等级高、合规水平好、风控能力
强”的市场主体更多便利化和自主权，实
现了越合规越便利的正向激励。下一步，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将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和
企业参与试点，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支
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周金融财税资讯 ]

青岛市首笔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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