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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显示六大国有银行不良率均下降——

不良贷款反弹势头初步遏制
本报记者 郭子源

本版编辑 于 泳 李晨阳 美 编 王墨晗

绿色金融迎来快速发展期。

多家商业银行近期召开的年中工

作会议均提到，上半年绿色金融

业务取得积极进展，下半年将进

一步把绿色金融作为业务发展重

要方向，持续为绿色发展提供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强化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同

样被列为下半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任务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前

在 2021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提

到，下一阶段要整体协同、加快完

善绿色金融体系。银保监会提

出，下半年要围绕支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创新发展绿色

金融。

多方合力正在扭转我国绿色

金融发展滞后的态势。由于我国

绿色金融起步晚，相关政策和人

才储备严重不足，要从落后到跟

上，再到领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

蓄力，更需要久久为功。而目前

最迫切的，是要尽快解决好以下

两个问题。

一是对绿色金融的认定标准

问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

体系与国际主流标准存在差异，

同时国内不同机构制定的标准也

尚未达成一致。各地、各机构对

于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产品设计、

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要求均不尽

相同，制约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

发展。

目前，监管部门按照发展绿

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基

本框架的总体思路，在加快推动

绿色金融各项工作中取得一定进

展。如研究设立碳减排支持工

具，发布新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银行间市场推出碳中和债券，建立与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激励相容的评价机制，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

价等。下一阶段，监管部门还需要加快统筹整合绿色金融

相关标准和目录，形成统一完善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与国

际进一步接轨，为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基本

遵循。

二是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性。仅从

绿色信贷情况来看，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我国本

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 11.95 万亿元，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所需百万亿元级别的绿色低碳转型投融资规模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要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发展的积

极性，尤其是提高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意愿和能力，进

一步完善其信息披露机制和推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

国内多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都被列为

银行业重点支持项目。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技术复杂，资金投入周期长、盈利低，银行受到外

部监管和内部风控的要求较多，参与程度有限。一方面，对

于银行来说，需要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增强绿色投资能力，

另一方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加快对排污权抵押贷款、碳资

产质押贷款、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创新产品的探索和

实践；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丰富碳衍生品等碳

市场交易品种，探索建立一套有金融机构参与的金融产品、

生态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还需要更为切实的行

动。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稳步向前，绿色金融发展也才能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找准绿色金融发展着力点

陆

敏

近日披露完毕的上市银行 2021 年半年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六家国有大行的

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下降，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也呈下降趋势，不良贷款的反弹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底

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

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对于在我国金融系统中占据主体

地位的银行业来说，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

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如

何应对不良贷款集中反弹已成为重要议题。

对此，多位上市银行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一方面将持续

“排危化险”，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力度，密切关注地方

隐性债务、房地产、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等；另一方面将加快“处

置清淤”，不断提升风险资产的经营能力，拓宽风险资产处置

渠道。

不良贷款率微降

在经过了 2020 年全年以及 2021 年一季度大力处置不良

贷款后，尽管不良贷款余额“有升有降”，但多家上市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均已下降，且关注类贷款等前瞻性指标也呈现向好

趋势。

具体来看，六家国有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下降。截至

2021 年 6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1.54%、1.50%、1.30%、1.53%、1.60%、0.83%，较 2020 年末下降

0.04 个百分点、0.07 个百分点、0.16 个百分点、0.03 个百分点、

0.07 个百分点、0.05 个百分点。但是，受部分行业企业恢复基

础不稳固影响，六大行中除了中行，其余五家银行的不良贷款

余额均有微升。

此外，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出现了下

降。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分别为 1.01%、1.50%、1.15%，较上年末下降 0.06 个百

分点、0.14 个百分点、0.1 个百分点。

从不良贷款的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从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西部、环渤

海和中部地区。此外，受海外部分国家、地区疫情反复影响，

部分上市银行的境外资产质量承压，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境外

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略有上升。“境外新发

生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航空等受疫情持续影响比

较大的行业，但总体来看风险可控。”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

东说。

前瞻性指标稳中向好

尽管不良贷款余额略有上升，但多家上市银行的前瞻性

风险指标均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一是关注类贷款占比有所

下降，二是拨备覆盖率有所上升，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

所谓关注类贷款，是指虽然借款人有能力偿还贷款本金

和利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影响还款的不利因素，如果恶化下

去，关注类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因此，该指标通常被视为判

断银行信贷风险的重要先行指标。

从国有大行的情况看，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工行关注类贷

款 余 额 为 3853.57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减 少 265.43 亿 元 ，占 比

1.93%，下降 0.28 个百分点；农行关注类贷款余额 2596.58 亿

元，较上年减少 446.77 亿元，占比 1.57%，下降 0.44 个百分点；

邮储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 298.46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7.20 亿

元，占比 0.48%，下降 0.06 个百分点。

“我们有效遏制住了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不良贷款率反

弹的势头。”工行副行长王景武说，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关注

类贷款占比均有所下降，同时，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剪刀差

创历史新低，连续 5 个季度保持为负。

关注类贷款指标向好为上市银行下半年的贷款质量管理

减轻了压力，拨备覆盖率上升则直接为下半年的风险抵御能

力增加了筹码。

所谓拨备，是指银行为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而提前准备

的资金，拨备覆盖率是判断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的重要指标。

以拨备覆盖率 189.37%为例，这意味着银行已经为可能发生

的 1 元钱贷款损失提前准备了 1.89 元作为抵补。

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来看，上市银行未雨绸缪，积极、充分应

对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集中反弹趋势，拨备覆盖率普遍上升。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

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191.97%、274.53%、184.26%、222.39%、

149.29%、421.33%，较上年末提高 11.29 个百分点、13.89 个百

分点、6.42 个百分点、8.80 个百分点、5.42 个百分点、13.27 个百

分点。

多管齐下固本强基

针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多家上市银

行负责人表示，虽然内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在逐步改善，预计

接下来的信贷资产质量将企稳改善。

“下半年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重点风险领域。”农行行

长张青松说，一是低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传统高风险领域

企业；二是随着“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逐步退出，部分发展前景

差、财务表现弱的延期还本付息企业；三是经济转型背景下部

分低效微利、负担过重的大中型企业，层级较低的政府融资平

台，以及传统能源行业和房地产行业。

张青松表示，针对以上问题，农行一直积极稳妥推进风险

化解工作，接下来将积极落实国家的有关要求，前瞻性做好风

险研判，强化风险跟踪监测，分类施策管控风险，及时调整分

类形态。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当前我国银行业风险

隐患的根源有三，分别是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

行，接下来，各家银行要持续加强对以上领域的跟踪分析和预

警预测，完善风险防控的基础制度和应急预案，不断提升风险

管控能力，做到尽早发现、及时处理、尽快复原。

“工行已构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按照‘主动防、智能

控、全面管’的风险治理路径，调结构、促化解、优处置多管齐

下。”王景武说。

一是持续推进固本强基。“工行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风险管

控的基础问题，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实际需求，加大对宏

观政策支持的重点行业、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区域、有良好市

场前景的重点客户的信贷支持，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和布局。”

王景武说。

二是持续加强排危化险。加大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力度，

密切关注地方隐性债务、房地产、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等重点领

域风险，强化对隐性风险客户、重点大户的前瞻性风险识别与

防范。

三是持续加快“处置清淤”。不断提升风险资产的经营能

力，加强风险资产的精细化管理，优化处置结构，提高不良资

产现金清收比例。2021 年上半年，工行已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844 亿元，进一步消化存量风险的同时也为稳定资产质量提

供了重要保障。

上 市 券 商 营 收 净 利 双 增 长
本报记者 马春阳

今年上半年，在 A 股三大股指均实现累计上涨，投资者跑

步入场、交投活跃度明显提升的背景下，券商业绩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之一。目前，A 股上市券商半年报已披露完毕，上市券

商普遍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对业绩贡

献显著。

半年报数据显示，头部券商地位依然稳固，共有 13 家上

市券商营业收入超百亿元，合计营收规模占所有上市券商总

和的近七成。中信证券居“领头羊”位置，其营业收入达到

377.21 亿元，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营业收

入分别为 234.71 亿元、219.18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在营收

增速方面，多家中小券商的表现尤为亮眼。如中原证券、

红塔证券和浙商证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速均超过 50%。

净利润方面，“吸金王”仍然属于中信证券，其净

利润达到 121.98 亿元，也是唯一一家净利润超百亿

元的上市券商。除了中信证券，上市券商还有 6

家上半年净利润规模达到 50 亿元以上，依次是

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广发证券、招

商证券、中金公司。

从业务层面看，随着市场交易的持续活

跃，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对券商上半年业绩贡

献最为显著。在财富管理转型的大背景下，

金融产品代销、资管业务收入的增长也颇为

可观。

经纪业务上，中信证券位居头名，其经纪

业务净收入达到 67.42 亿元，同比增长 34.61%。

国泰君安、中国银河位列二、三位，上半年经纪业

务净收入分别为 42.38 亿元和 35.96 亿元。收入增速

方面，浙商证券同比增速最高，达 53.13%。东方证券、中

金公司和中信建投等公司同比增速也在四成左右。

自营业务上，中信证券是唯一一家自营业务净收入过百

亿元的券商，收入高达 114.29 亿元。接下来依次是中金公司

81.63 亿元、华泰证券 71.91 亿元。在自营业务净收入排名前

十的券商中，自营净收入占营收比例最高的为中金公司，高达

56.46%，有 6 家券商的自营收入占比超 30%。由此可见，自营

业务仍是上半年券商营收的“主力军”。

此外，从券商披露的半年报来看，上半年财富管理业务也

成为各大券商发力的重点方向，多家券商金融产品代销收入

迎来大幅增长。

从收入规模上看，中信证券以超 10 亿元的金融产品代销

收入稳居行业第一，中金公司、广发证券分列第二、三名，代销

金融产品净收入均超 5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从增幅看，多家券商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可

谓突飞猛进，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和广发证券的同比增长均超

过 100%，而国泰君安的同比增长更是超过 400%。

展望下半年，不少券商在半年报中提及对下半年财富管

理业务的“打法”，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加强科技赋能或成为券

商财富管理业务转型的抓手。

例如，中信证券表示，公司将继续全面贯彻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念和帮助客户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经营宗旨，深化

财富管理转型发展，提升资产配置服务能力，推动财富客户及

其资产规模稳定增长，优化业务收入结构，进一步提升财富管

理收入占比；探索搭建数字化运营服务体系，提升获客留客效

率，做大客户市场规模。

中信建投证券则表示，下半年将持续完善投资顾问和金融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提高资产配置服务水平；强化科

技赋能，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