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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资本充足率报告 

 

一、引言 

（一）银行简介 

华夏银行于 1992 年 10 月在北京成立。1996 年 4 月完

成股份制改造，2003 年 9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

在 2020 年 7 月英国《银行家》全球 1000 家银行排名中，按

一级资本排名全球第 51 位、按资产规模排名全球第 65 位，

分别较上一年度提升 5 位和 2 位。 

（二）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 

（三）披露声明 

本报告按照银保监会监管规定中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及

规则而非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此报告中的部分资料并不能

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前

瞻性陈述，投资者不应过分依赖。 

二、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一）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集团（以下简称本集团，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包括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符合《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

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本行（以下简称本行，未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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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内外

所有分支机构。 

1．监管并表与财务并表的差异 

本集团 5 家子公司，即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昆明呈贡华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江油华夏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和华夏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均已纳入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并表范围不存

在差异。 

2．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按照《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本集团 5 家子公司纳

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5 家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表 1  前十大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排

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初始

投资

余额 

持股比例

（%） 

注册

资本 
注册地 

1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4,920 82 6,000 
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宏

路 36 号经开区金融中心 A-413 室 

2 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3,000 100 3,000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东街 11号院 2号

楼三层 3006 室 

3 
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100 80 125 

北京市大兴区康庄路 52 号院 14 号

楼 1 层 110、111、112、113 

4 
四川江油华夏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5 70 75 四川省江油市诗城中路 49 号东楼 

5 
昆明呈贡华夏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5 70 50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春融街惠兰

园 F 区商铺 

5 家子公司均按照《资本管理办法》要求计算资本充足

率。 

3．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报告期内，本集团 5 家子公司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且

不存在集团内部资本转移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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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充足率 

2020年末，本集团权重法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9%，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7%，资本充足率 13.08%，满足监管要

求。 
表 2  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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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表口径 未并表口径 并表口径 未并表口径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22,230   208,463  209,148 199,951 

一级资本净额  282,413   268,434  269,302 259,922 

资本净额  330,769   311,880  314,020 301,24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9% 8.65% 9.25% 9.2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7% 11.14% 11.91% 12.04% 

资本充足率 13.08% 12.94% 13.89% 13.96% 

（三）资本构成 

1．主要资本构成项 

本集团资本构成如下，资本及杠杆率详细信息见附件。 
表 3  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 222,243 

实收资本 15,387 

资本公积 53,292 

盈余公积 17,772 

一般风险准备 38,683 

未分配利润 96,22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589 

其他 -702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1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22,230 

其他一级资本 60,183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59,971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12 

一级资本净额 282,413 

二级资本 48,35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30,00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17,93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24 

总资本净额 33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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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槛扣除限额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2020 年末，本集团相关资本投资及净递延税资产余额均

未超过门槛扣除限额，无需从资本中进行扣除。 

根据监管规定，权重法下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

准备，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 1.25%。2020 年末，本

集团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为 179.32 亿元，未超

出可计入限额。具体如下： 
表 4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计量方法 项目 金额 

权重法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17,932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29,293 

若未达到可计提上限,与上限的差额 11,36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17,932 

3． 实收资本变化事项 

报告期内无增加或减少实收资本、分立和合并等事项。 

4．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报告期内，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2.5

亿元，向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0 亿元。 

（四）风险加权资产 

本集团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

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

资产。2020 年末，本集团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如下： 
表 5  集团风险加权资产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361,335 2,111,272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2,655 14,10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55,142 135,611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2,529,132 2,26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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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本集团以风险偏好为前提，识别与评估主要风险，并结

合压力测试结果确定资本附加。以资本规划为基础，充分考

虑各类风险因素，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变化设定压力情

景，完善资本压力测试体系，合理评估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

足水平。完善资本应急管理体系，分级设定资本充足率预警

级别，明确压力情景下的应急联动机制和应对措施。 

（六）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2017 年至 2020 年规划期内，本集团积极推进多元化资

本补充工作，坚持内源补充和外源补充相结合，及时完成定

向增发和二级资本债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规划

期末资本净额 3308 亿元，较规划期初增长 84.8%，资本充足

率 13.08%，较规划期初提高 1.72 个百分点，风险抵御能力增

强。目前结合内外部环境和监管要求，本集团正在制定新一

期资本规划。 

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资本管理体系，优化资本使用结

构，加大资本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力度，推进轻资本运行，

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三、全面风险管理 

本集团建立并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层次分

明、覆盖全面、职责清晰的风险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

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在

风险管理体制中的职责分工，建立有序衔接、有效制衡、运

转顺畅的各项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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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承担全面风险

管理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向董

事会提供风险合规专业意见或根据授权就风险合规事项进

行决策。监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高级管理层

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总行高级管理层下设风险管

理与内部控制委员会、授信审批委员会、资产风险处置委员

会等专业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重要风险事项的审议和决策。

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如下： 

 

报告期内，全面风险管理体制改革纵深推进，风险管理

新架构顺利实施，强化信用风险统筹管理，发挥资产负债、

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合力，整合操作风险、合规风险

管理资源。充分发挥管理层委员会的统筹协调和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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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要风险和关键问题的有效管控，授权审批、风险经理、

特殊资产专营等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抓实风险

约束传导关键环节，通过风险管理规划、风险偏好和策略要

求等传导风险约束目标，健全风险监测通报机制，完善多层

次的风险管理考核评价体系和集团全面风险报告体系，强化

关键岗位人员的风控责任落实。 

四、信用风险 

（一）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信贷、拆借、投资等业务

时，由于客户违约或资信下降而给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和

收益的不确定性。 

本集团信贷与投融资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宏观产业政策、

监管政策导向，结合市场形势和业务发展实际，从区域、行

业、客户等各个维度予以制定，引领业务结构调整和风险管

控。本集团持续落实信用风险全流程管控，加大业务产品信

用风险识别，运用多种手段评估计量风险，定期监测、报告

风险承担程度，开展压力测试，管理相应风险。 

（二）信用风险暴露 

本集团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资本。根据监管规定对

资产及其缓释品予以分类，确定适用的风险权重，以此计算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2020 年末，本集团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合

计 23,613.35 亿元。按照主体划分的信用风险暴露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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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按主体划分的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3,361,626   3,247,142  

现金类资产  203,849   203,849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94,615   194,615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137,738   137,738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396,561   379,526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13,277   13,083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608,638   1,530,692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61,792   46,424  

对个人的债权  578,593   574,652  

股权投资  5,987   5,987  

资产证券化表内项目  30,014   30,014  

其他表内项目  130,562   130,562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23,753 155,357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678 4,678 

总计 3,790,057 3,407,177 

2020 年末，本集团按照风险权重划分的表内信用风险暴

露情况如下： 

表 7  按权重划分的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权重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0%  627,336   627,336  

20%  190,888   188,373  

25%  155,272   155,272  

50%  240,657   240,391  

75%  399,872   380,829  

100%  1,729,894   1,637,428  

150%  431   237  

250%  13,192   13,192  

400%  2,108   2,108  

1250%  1,976   1,976  

总计  3,361,626   3,247,142  

（三）信用风险缓释 

本集团建立较为完善的信用风险缓释管理政策体系，涵

盖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分类、认定、分配、计算与应用的管理

流程。风险缓释管理以担保管理为主线，包括担保的准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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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类、抵质押率、价值管理、评估方法、登记管理等，

并建立抵质押品管理系统，为资本计量提供风险缓释数据支

持。 

本集团严格押品准入，审慎评估押品价值，并定期开展

押品价值重估工作，不定期监测押品价值波动。抵质押品价

值认定流程包括价值调查、审查和认定三个环节。根据抵质

押物的特点，综合考虑市场价格、变现难易程度和资产处置

价格等因素后，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通过内外部评估相结

合的方式确定。主要抵质押品类型有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

物、现金及其等价物、建设用地及其他使用权和应收账款。

2020 年末，信用风险资产对应的风险缓释情况如下： 
表 8  信用风险资产对应的风险缓释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表内信用

风险缓释 

表外信用

风险缓释 

交易对手信

用风险缓释 
总计 

现金类资产 70,409 292,954 - 363,363 

我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银行、

我国政策性银行 
17,036 - - 17,036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 - - - 

我国商业银行 27,040 5,029 - 32,069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

中央银行 
- - - - 

其他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

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 - - - 

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 - 

（四）贷款质量及减值准备 

1．不良贷款 

本集团严格执行银保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规定，

对贷款实施五级分类管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

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贷款被视为不良贷款。2020 年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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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 379.76 亿元，比年初增加 37.39 亿元。 

2．贷款减值准备 

本集团按照会计准则规定，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为基

础，基于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量化参数，结合

宏观前瞻性信息，计提贷款减值准备金，并纳入当期损益。

2020 年末，本集团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559.1 亿元，比年初增

加 73.2 亿元。 

五、市场风险 

（一）市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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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本

集团建立了与公司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

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涵盖了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

的全过程。 

2020 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本集团持续完

善市场风险管控机制建设，优化市场风险管理相关系统，加

强重点业务、重要环节风险专题分析和预警提示，制定管控

措施并持续推动落实。报告期内，市场风险管理状况良好，

市场风险限额各项指标均在偏好范围内运行，市场风险可

控。 

（二）市场风险计量 

本集团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分别计量利率风

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股票风险和期权风险的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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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本集团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26.55 亿元，监

管资本要求合计 10.12 亿元。 
表 9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一般利率风险 622 

汇率风险 220 

商品风险 0 

股票风险 0 

期权风险 0 

特定风险 170 

合计 1,012 

六、操作风险 

（一）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

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管

理目标是建立与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操作风

险管理体系，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合理范围内，促进流程

优化，提高服务效率，保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020 年，本集团持续加强操作风险管控，组织开展操作

风险识别、监测、评估、计量与报告等日常管理工作。有效

运用各类操作风险管理工具，从源头防控操作风险。强化重

点领域风险防控，及时发布风险信息。关注操作风险资本计

量监管动向，积极推进操作风险管理新标准法咨询项目实

施。优化操作风险管理系统。加强业务连续性管理，明确业

务重要程度分级、重要信息系统范围。持续完善外包风险管

理制度规范。报告期内，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行平稳，操作

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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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风险计量 

本集团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2020 年末，

本集团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551.42 亿元，监管资本要求

合计 124.11 亿元。 

七、资产证券化风险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 

本行主要作为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

资者等角色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 

1．作为发起机构和贷款服务机构 

本行作为发起机构，负责基础资产池构建、尽职调查、

交易结构设计、申报文件准备、报批、销售、发行等工作；

作为服务机构，按照服务合同和服务手册的要求，负责管理

证券化产品对应的基础资产、定期做好回收款转付和信息披

露等存续期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起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本行作为

发起机构且在存续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均不存在提前

摊还情况。本行承担的风险主要是自持的优先级、次级证券

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目前，本行发起且尚未结清的资产证

券化产品的外部评级机构均为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作为投资者 

本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通过购买、持有

资产支持证券获取投资收益，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本行根据年度投资策略及证券的风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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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决定投资金额和期限结构。 

资产证券化会计政策详见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相关

内容。 

（二）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和

资本要求。2020 年末，资产证券化资本要求为 5.13 亿元。 
表 10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类别 
传统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合成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作为发起机构 240 - 

作为投资者 29,914 - 

合计 30,154 - 

注：作为发起机构是指持有的自身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优先、次级部分所形成的风险暴露。 

八、其他风险 

（一）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在交易的现金流最终

交割前违约的风险，包括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

信用风险、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与中央

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本集团制定交易对手信用风

险管理相关制度，持续完善相关信息系统，夯实数据基础，

提高风险暴露计量和监测能力。通过授信额度、净额协议、

动态追加保证金和押品等方式持续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管控。 

（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指是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

导致本集团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

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本集团银行账簿利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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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结合利率走势分

析，通过有效管理，合理调节资产负债结构，促进净利息收

入可持续增长。 

本年度健全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制度体系，提高计量精细

化水平，强化集团风险监测及管控。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

负债重定价期限分布合理，利率变化对收益和价值的不利影

响可控。 

敏感性分析过程中，假设利率整体发生平行变化并且不

考虑为降低利率风险而可能采取风险管理活动，2020 年末，

本集团利率敏感性分析如下：  
表 11  银行账簿利率敏感性分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利率基点变化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利息净收入 权益 利息净收入 权益 

上升 100 个基点 -4,091 -5,113 -769 -3,104 

下降 100 个基点 4,091 5,522 769 3,241 

九、薪酬 

（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设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开

展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审议全行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

拟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

案建议，并监督方案实施等。 

（二）薪酬管理 

1．薪酬政策 

薪酬政策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并与公司治理

要求、战略发展导向和经营目标相匹配。薪酬分配以岗位职

级为基础，以业绩效益为导向，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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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薪酬政策，提升薪酬分配效益，促进业务稳健持续发展。 

2．薪酬与风险 

员工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构成，基本薪酬主要与

员工岗位职级相关，绩效薪酬与工作业绩和绩效考核结果挂

钩。建立健全与资产质量和风险相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引

导全行员工审慎尽责开展业务，抑制短期行为。根据风险管

理需要，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岗位员工建立延期支付制度。

对于实施延期支付的员工，如在规定期限内存在风险损失超

常暴露，可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薪酬全部追回，并止

付尚未发放部分。 

风险和合规部门员工的薪酬依据其价值贡献、履职能力

和业绩表现等因素确定，与其监管业务无直接关联。 

3．薪酬与绩效 

建立战略执行体系、综合考评体系、合规经营与社会责

任体系构成的业绩评价体系，从战略落实、计划执行、发展

质量和合规经营等角度全面引导经营机构合理把握效益、质

量和风险的平衡，合规稳健经营。 

根据国家政策及监管规定，未实施股权及其他形式股权

性质的中长期激励，员工绩效薪酬均以现金形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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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度报告。                                



 16 

附件 

（一）资本构成 

根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

本集团 2020 年末资本构成等详细信息如下： 

 

附表 1 资本构成披露模板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数额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15,387 

2 留存收益 152,677 

2a 盈余公积 17,772 

2b 一般风险准备 38,683 

2c 未分配利润 96,222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52,590 

3a 资本公积 53,292 

3b 其他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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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589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22,243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13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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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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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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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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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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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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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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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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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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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13 

29 核心一级资本 222,230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59,971 

31 其中：权益部分  59,971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12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6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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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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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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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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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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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44 其他一级资本  60,183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282,413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0,00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24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7,932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4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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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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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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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48,356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330,769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2,529,132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9%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7% 

63 资本充足率 13.08%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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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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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7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不适用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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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08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17,932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78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79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30,000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附表 2 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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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04,082 203,849 

存放同业款项 18,505 18,521 

拆出资金 36,470 36,428 

衍生金融资产      12,361  12,36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4,776 25,627 

应收利息 - 19,712 

发放贷款和垫款 2,059,825 2,053,53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3,848 122,561 

债权投资 702,909 6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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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权投资 172,926 157,01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484 5,472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13,584 13,584 

商誉 - - 

无形资产 86 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155 10,151 

其他资产 14,805 28,573 

资产总计 3,399,816 3,399,617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31,036 92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34,992 433,657 

拆入资金 109,017 108,332 

衍生金融负债 12,365 12,36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9,155 178,929 

吸收存款 1,837,020 1,818,054 

应付职工薪酬 6,961 6,961 

应交税费 7,740 7,744 

应付利息 - 24,520 

应付债务凭证 511,814 143,000 

预计负债 2,309 2,310 

其他负债 14,752 380,986 

负债合计 3,117,161 3,116,950 

股东权益    

股本 15,387 15,387 

其他权益工具 59,971 59,971 

资本公积 53,292 53,292 

其他综合收益 -714 -702 

盈余公积 17,756 17,772 

一般风险准备 38,683 38,683 

未分配利润 96,238 96,222 

少数股东权益 2,042 2,042 

股东权益合计 282,655 282,667 

附表 3 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商誉 - a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13 b 

递延税所得税负债 -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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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

权)相关的递延税负债 
- d 

股本  15,387  e 

资本公积  53,292  f 

其他综合收益  -702  g 

盈余公积  17,772  h 

一般风险准备  38,683  i 

未分配利润  96,222  j 

附表 4 第二步披露的所有项目与资本构成披露模板中的项目对应关系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15,387 e 

2 留存收益 152,677 h+i+j 

2a 盈余公积 17,772 h 

2b 一般风险准备 38,683 i 

2c 未分配利润 96,222 j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52,590 f+g 

3a 资本公积 53,292 f 

3b 其他 -70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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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589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22,243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相关税项负债）  -  a-c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13  b-d 

附表 5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模板 

                                                           单位：人民币百万

元 

信息披露模板：监管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1 发行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标识码 360020 1720030 192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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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

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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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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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

人/集团层面 
法人和集团 法人和集团 法人和集团 

7 工具类型 优先股 二级资本债券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8 

可计入监管资

本的数额（单

位为百万，最

近一期报告日) 

19,978 30,000 39,993 

9 工具面值 20,000 30,000 40,000 

10 会计处理 其他权益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 

11 初始发行日 2016 年 3 月 23 日 
2017 年 5 月 24

日 
2019 年 6 月 24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或

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13 
其中：原到期

日 
无到期日 

2027 年 5 月 26

日 
无到期日 

14 

发行人赎回

（须经监管审

批） 

是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

期（或有时间

赎回日期）及

额度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 5 年后，经中

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符合相关

要求，本行有权于每年的计息

日赎回全部或部分本次优先

经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并符合

相关要求，本行

有权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全部

发行人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并符合相关要求，

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

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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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赎回期至本次优先股被全

部赎回或转股之日止。 

或部分赎回本

次债券。 

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本

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

行后，如发生不可预计

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

次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

级资本，发行人有权全

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

债券。 

16 

其中：后续赎

回日期（如果

有）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 5 年后，经中

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符合相关

要求，本行有权于每年的计息

日赎回全部或部分本次优先

股，赎回期至本次优先股被全

部赎回或转股之日止。 无 

发行人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并符合相关要求，

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

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

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本

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

行后，如发生不可预计

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

次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

级资本，发行人有权全

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

债券。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

浮动派息/分

红 

分阶段调整股息 

率（具体见发行方案） 
固定 

分阶段调整票面利率

（具体见发行方案） 

18 
其中：票面利

率及相关指标 

4.20%（第一个计 

息周期） 
4.8% 

4.85%（第一个计息周

期） 

19 

其中：是否存

在股息制动机

制 

是 否 是 

20 

其中：是否可

自主取消分红

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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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其中：累计或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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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转

换触发条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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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5%（或以

下）时，公司有权在无需获得

优先股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

届时已发行且存续的本次优

先股按照票面总金额全部或

部分转为普通股，并使公司的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恢复到

5.125%以上。在部分转股情形

下，本次优先股按同等比例、

以同等条件转股。当优先股转

换为普通股后，任何条件下不

再被恢复为优先股。 

（2）当二级资本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公司有权在无需获

得优先股股东同意的情况下

将届时已发行且存续的本次

优先股按照票面总金额全部

转为普通股。当优先股转换为

普通股后，任何条件下不再被

恢复为优先股。其中，二级资

本工具触发事件是指以下两

种情形的较早发生者：①中国

银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转股

或减记，公司将无法生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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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无法生存。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全

部转股还是部

分转股 

全部或部分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转

换价格确定方

式 

本次优先股的初始强制转股

价格为审议本次优先股发行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4 月 17 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易

均价，即 14.00 元/股。 

自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优先

股发行方案之日起，当公司因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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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不包括因公司发行的

附有可转为普通股条款的融

资工具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如

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配股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时，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

式进行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后的转股价

格：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后的转股价

格：P1=P0×（N+Q×（A/M））

/（N+Q）；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有效的

强制转股价格，n 为该次送股

或转增股本率，Q 为该次增发

新股或配股的数量，N 为该次

增发新股或配股前公司普通

股总股本数，A 为该次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M 为该次增发

新股或配股的公告日（指已生

效且不可撤销的增发或配股

条款的公告）前一交易日普通

股收盘价，P1 为调整后的有

效转股价格。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变化情况

时，将依次对强制转股价格进

行调整，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应

信息披露。当公司发生股份回

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

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

及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

能影响本次优先股股东的权

益时，公司将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及

平衡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

东权益的原则，视具体情况调

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

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制订。 

本次优先股的强制转股价格

不因公司派发普通股现金股

利的行为而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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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是

否为强制性转

换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转

换后工具类型 

普通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9 

其中：若可转

股，则说明转

换后工具的发

行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否 是 是 

31 

其中：若减记

则说明减记触

发点 

不适用 

以下两者中的

较早者：（1）银

保监会认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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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时，即发行

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降至 5.125%（或以下），

发行人有权在报银保监

会并获同意、但无需获

得债券持有人同意的情

况下，将届时已发行且

存续的本次债券按照票

面总金额全部或部分减

记，促使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恢复到 5.125%以

上。 

二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

指以下两者中的较早

者：（1）银保监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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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其中：若减记，

则说明部分减

记还是全部减

记 

不适用 全部减记 全部或部分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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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中：若减记，

则说明永久减

记还是暂时减

记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4 

其中：若暂时

减记，则说明

账面价值恢复

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偿顺

序（说明清偿

顺序更高级的

工具类型） 

列于存款人、一 

般债权人和次级 

债务之后，先于 

公司普通股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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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存款人、一般债权人

和处于高于本次债券顺

位的次级债务之后，发

行人股东持有的所有类

别股份之前；本次债券

与发行人其他偿还顺序

相同的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同顺位受偿 

36 
是否含有暂时

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

则说明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杠杆率 

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银监会令

[2015]1 号）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 2020 年末杠杆率情况如

下： 

附表 6 模板一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并表总资产  3,399,617  

2 并表调整项  -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7,813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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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外调整项  425,833  

7 其他调整项  -13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817,744  

附表 7 模板二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3,373,685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13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3,373,672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2,396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2,152  

6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7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8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

生产品资产余额 
 -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4,548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13,571 

13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4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120 

15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6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691  

17 表外项目余额  741,844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316,011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425,833  

20 一级资本净额  282,413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817,744  

22 杠杆率 7.40% 

     注：模板一和模板二中的数据按非现场监管报表口径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