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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家A股上市银行上半年共实现归母净利润8936.69亿元——

银行非息收入贡献增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上半年，上市银行保持了稳健的盈利能力，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共实现归母净利润6003.63亿元，同比

增长4.75%；股份制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为10.36%。上半年，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同比提升20.3%。

在不良认定标准趋严、部分银行加大核销力度及“以丰补歉”等策略的作用下，行业减值损失进一步加大，使得银行业

净利润增速同比趋平。

入驻新兴金融企业339家

北京“第二金融街”渐成形

对上市银行而言，盈利能力无疑是
一项重要的业绩考察指标。分析国内上
市银行 2019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可
以发现，上市银行保持了稳健的盈利能
力，多家银行在盈利模式上取得了新突
破，部分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亮眼。

净利润增速回升

从多家银行的半年报数据看，行业
净利润增速继续回升。数据显示，33家
A股上市银行上半年共实现归母净利润
8936.69 亿 元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6.76%。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五大国
有银行，在上半年共实现归母净利润
6003.63亿元，同比增长4.75%。

“从行业整体来看，净息差依然保
持回暖态势，驱动净利润增长 4.3 个百
分点；非息业务收入改善态势依旧，带
动净利润增长 9.0 个百分点；成本收入
比保持下降，带动净利润增长 2.9 个百
分点。”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武雯表示，在不良认定标准趋严、
部分银行加大核销力度以及“以丰补
歉”等策略的作用下，行业减值损失进
一步加大，带来净利润增长 12.7个百分
点的负面贡献，使得净利润增速同比趋
平，依然远低于营收增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指出，2019年上
半年手续费净收入增速明显。今年以
来，在低基数以及理财业务逐步转型等
因素影响下，手续费净收入增速回升。

中国银行副行长吴富林在中行业绩
发布会上表示，“在主要经济体陆续降
息，国内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的形势下，
商业银行净息差面临挑战。”吴富林在谈
及中行净息差企稳回升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中行把握市场变化，主动优化资产
结构的成果；也是中行采取有效措施，合
理控制负债成本上升的反应。据了解，
今年以来中行从存贷款管理、定价管理、
绩效考核等多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
息差改善，取得了一定成效。

与此同时，今年“新晋”国有大行的
邮储银行，也公布了上半年业绩情况，
其中报显示，邮储银行资产规模达到
10.07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79%；负
债 总 额 9.57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长
5.89%；存款余额达到9.10万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5.49%；拨备前利润与净利润
继续双双保持两位数高增速，同比增长
18.81%和14.98%。

邮储银行董事长张金良表示，“改
革将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加快经营模式
和增长方式转型。对邮储银行来说，既
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一方面，邮储
银行拥有 5.89亿零售客户，是一个很大
的‘富矿’，利率市场化将倒逼我们深挖
这一‘富矿’，使其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增
长点；另一方面邮储银行长期坚持零售
战略，使我们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有着天

然的适应性。”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
年，邮储银行 2.55%的净息差水平仍然
保持行业领先；零售银行特色优势持续
稳固，个人银行业务收入占营收比重高
达61.30%。

盈利呈现差异化

在净利润增速方面，中信建投银行
业首席分析师杨荣研究发现，股份制银
行 的 表 现 好 于 五 大 行 ，平 均 增 速 为
10.36%，较上年末提高了 3.84 个百分
点，增幅明显；城商行和农商行归母净
利润增速最为显著，均保持了 13%以上
的平均增速，远超上市银行平均水平。
他指出，对股份制银行而言，息差因素
的正向贡献十分明显，达 17.68 个百分
点，远高于其他类型银行；中间业务收
入因素反而负向贡献 5.87个百分点，与
其他类型银行形成差异。

其中，浦发银行上半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双双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营业
收入 975.99 亿元，同比增长 18.99%；实
现归母净利润 321.06 亿元，同比增长
12.38%。对此，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行上半年零售业务保持较快增
长，零售转型成效显著，数字化、一体化
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零售总体规模再上
新台阶。上半年零售营业净收入实现
370.56 亿元，同比增长 12.32%，零售业
务的经营贡献继续提升。

与此同时，刚通过 A 股 IPO 项目审
核的浙商银行，其上半年营业收入、净
利润同样双双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其中，营业收入 225.74 亿元，同比增长

21.39%；归母净利润75.28亿元，同比增
长16.07%。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浙商银
行上半年的良好业绩表现，主要归因于
该行围绕国家重点战略，坚持服务实体
经济，深化金融科技应用，积极打造平
台化服务银行所展开的各项特色业务。

今年上半年，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
也备受关注，从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业
绩看，今年上半年A股20家地方性银行
全部实现盈利。其中，北京银行和上海
银行净利润过百亿元，北京银行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327.42 亿元，同比增长
19.64%，归母净利润 128.69 亿元，同比
增长 8.56%；上海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251.51 亿元，同比增长 27.35%，归
母 净 利 润 107.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2%。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银行，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19.17亿元，同比增
长27.29%，归母净利润78.71亿元，同比
增长 14.88%，与上海银行一致，营收净
利润均两位数增长。

非息收入增长快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上半年银行
业非利息收入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同比
提升 20.3%。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同比增长11.5%。“非息收入的改善主要
还是由于业务调整压力消退，权益债券
类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使投行业务恢复
增长，同时资管业务逐步企稳回升。”武
雯表示，上半年以来，银行不仅加大了
银行卡业务投入，也加大了表内外融资
综合联动措施从而带动担保承诺业务
增长，电子商务及第三方支付等业务继

续发力进一步稳固了中间业务收入回
暖态势。

例如，建设银行上半年实现债转股
等综合化降杠杆相关业务落地金额
907 亿元，旗下建信理财成为国内首家
开业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信用卡累计发
卡量 1.28 亿张，累计客户 9460 万户，

“龙支付”业务不断优化升级，客户数量
达 1.04 亿户，上半年累计交易量 1.80
亿笔，同比增长 21.94%，业务规模同业
领先。

此外，在港股上市银行中，哈尔滨
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74.25 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8.87 亿元，增幅 13.56%；其中
非息收入增长 6.82亿元，一是源于该行
信用卡客户及业务量增长带动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较同期增长 3.31亿元；二
是通过债券投资波段操作，带动交易净
损益及金融投资净损益较同期增长3.11
亿元。

武雯同时指出，其他非利息收入依
然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上 半 年 同 比 增 长
38.1%。其他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实施新金融工具会
计准则影响，投资交易类收益显著增
长；二是部分银行加大了衍生品业务、
保险类业务的投入，盈利情况向好，同
时汇率波动带来的交易性收入也助推
非利息收入明显提升。

展望下半年，业内专家预计非息收
入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将略有下
降。特别是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运营
步入正轨，银行业理财业务收入有望逐
步趋稳回升；权益、债券市场表现也将
对非息收入增长带来一定贡献。

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
下，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风
险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今年实施的更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落地生效。记
者近期采访多家外向型企业时发现，减
税降费“真金白银”的红利，不断为企业
注入信心和活力，普遍提高了他们抵御
国际贸易风险的能力。

位于江苏的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知名的吸尘器制造商，产品销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该公司财务总
监姜皓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利润
同比增加163%，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家
减税降费政策。比如，国内销售环节增
值税及附加预计全年减少税费 552 万
元；进出口环节各项税收全年预计减少
1009 万元；社保降费可减少支出 750 万
元；预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将带来税收
减负700万元……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实实在在地降
低了企业成本，增添了我们抵御国际贸

易风险的信心。”姜皓说。
江苏连云港味之素冷冻食品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国丽美算了一笔账：出口退
税率调整直接降低了公司出口产品销售
成本 87万元，预计全年将降低销售成本
150 万元。今年 5 月份养老保险费率从
19%调整到 16%，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用
工成本，预计 5 月份至 12 月份节约用工
成本80万元。

珠海市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出口业
务占全公司主要业务的80%左右。该公
司财务总监陈磊说：“增值税税率下调
后，预计 2019 年比 2018 年企业增值税
及附加税税额将降低 1000 万元。减税
降费政策红利，让我们有更多资金和精
力集中到创新研发上，不断增强自身在
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减税降费红利让企业倍感暖心，不
断优化的税收服务则让企业更加省心。
比如，浙江税务部门大力推行出口退税
企业差别化管理，为企业开通从申报到

退库的全程“网上办理”，实现所有一、二
类企业出口退税时间压缩到 5 个工作
日内。

广东省佛山市税务部门推出“减税
宝”系统，实现大额税款“一键退税”，有
效降低了办税成本。据统计，按原来的
退税方式，处理1万条退税数据需要1个
月才能完成，使用“减税宝”只需 2 天就
能全部完成，退税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体验“减税宝”后，广东星联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忍不住点
赞：“减税降费线上一站式服务既能有效
节约我们公司的人力、财力及时间成本，
也提升了资金回笼速度，让我们在防范
贸易风险时更有底气。”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该局
自去年 11月份印发《关于实施进一步支
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并推出 5 方面 26 条措施以来，全国
各级税务机关以此为指引，开始了新一
轮针对民营企业的大走访、大调研，确

保减税降费红利不折不扣精准及时落
袋。随着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税收
服务持续升级，更多外贸型企业更快更
好地收获了减负红利。

红利到手，信心更足。记者发现，很
多外向型企业都将减负红利用在了加大
研发投入、提高管理水平、引进人才等多
方面，发展信心和活力不断增加。

浙江圣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晓辉说：“受益于国家增值税税率下
调，公司每年可减少 500 万元成本。有
了国家这些优惠政策支持，我们可以放
手建设 15万平方米智能生产线厂房，争
取在5年内把年产值做到10亿元。”

连云港市国际商会会长杨保东说，
在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下，外贸企业
出口国别结构更趋均衡，目前当地企业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市场出口总额持
续增长，出口风险防范能力比以前更强，
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并向更高质量
发展的层级迈进。

收获“暖心”红利 体验“省心”服务

减 税 降 费 为 外 贸 企 业 提 气 增 力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近日中央财政安排 9.5 亿
元资金，用于支持浙江、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 17
省（区、市）开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农业及水利防灾救
灾相关工作。

据了解，今年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随着副热
带高压北抬西伸，全国共出现7次强降水过程。同时，受今
年第九号台风“利奇马”影响，浙江、山东等地出现强风暴雨
恶劣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形势严峻。

财政部9.5亿元支持防汛抗旱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彭江报道：“长三角区域是
国内金融要素市场最为发达活跃的区域，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交通银行以深化
金融要素市场合作为着力点，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
地发挥集聚辐射效应，助力长三角地区金融和产业发展。”
交通银行副行长吕家进在第230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说。

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末，交行在长三角地区全融
资总量近 2万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对公贷款较上年末
多增 3.36 倍。吕家进称，未来交通银行将明确一体化导
向，支持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

一是积极支持长三角区域城乡融合一体化。运用信贷
和基金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城市更新、旧城改
造、乡村振兴等项目建设。

二是积极支持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交行
与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清单
制管理，通过表内外融资、PPP等模式，积极对接长三角区
域铁路及轨道交通网络建设，高速公路交通建设，5G、基础
电信及互联网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三是积极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交行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以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示范区建
设为目标，通过绿色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PPP 等模式，
为强化生态系统和生态空间保护，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四是积极支持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交行深化科技
赋能，拓展应用场景，进一步优化非税、社保、住房、法院和
教育等在线政务金融产品，并依托微信政务小程序等轻便
普适型平台，提高用户触达效率和满意程度。

全融资总量近2万亿元

交通银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紧凑有序、疏密有度、四通
八达的交通路网，舒适的地下慢行空间体验，与金融街之间
15分钟轨道直连专线，“小街区、密路网”的活力街区，国内
首个“园林式金融商务区”……以新兴金融产业为发展重点
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正在迅速崛起。

记者了解到，丽泽金融商务区是新版北京城市总规划赋
予的新兴金融产业集聚区、首都金融改革试验区。目前，丽
泽金融商务区对标伦敦金丝雀码头等新兴国际金融功能区，
将打造“一心、三带、多点”的整体规划结构，建设丽泽城市航
站楼、金中都遗址公园等重点设施，完善居住、教育、医疗、商
务、文化等功能配套，构造功能复合的24小时生活圈，建设
适应新时代全球金融产业和中国发展趋势的商务区。

截至 2019 年 7 月底，丽泽入驻企业 489 家,其中金融
类企业355家，占企业总数的72.6%；新兴金融企业339家，
占金融企业的95.5%，吸引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
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等知名金融机构和规模金融企业落户入驻。到今年年底，
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将有72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竣工，丽泽
SOHO、中华联合保险等 12 个项目将投入使用，丽泽金融
商务区与金融街直连轨道交通也正在加紧规划建设。

丰台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庄凯表示，
丽泽金融商务区将按照以新兴金融为主，头部企业、高精尖
企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为辅的“1+3”产业体系结构，加快
形成新兴金融产业集群，成为首都金融产业的又一张靓丽
名片。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获悉：近日，天航金服五号（天津）租赁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
完成了天津市首单电子化对外付汇税务备案业务。该业务
由外汇局天津市分局与天津市税务局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天津东疆港保税区推出，并在京津冀地区率先试点，总
结经验后将在天津全市推广使用。

据介绍，传统线下办理税务备案业务，企业需要到税务
机关现场办理，经税务机关审核后才可持相关材料到银行付
汇，手续烦琐、环节较多。税务备案电子化实施后，企业登录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在线系统，填写税务备案表并上传相关材
料，之后自行下载打印，即可到银行办理相关业务。

服务贸易对外付汇税务备案电子化系统，为企业备案、
修改、核验和支付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实现了从“企业跑腿”
到“数据跑路”的转变，将企业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时间由原
来的2天至3天缩短为几分钟，降低了企业相关成本，有利
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从“企业跑腿”到“数据跑路”

天津试点服务贸易税务电子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