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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去年多項核心指標居四大行之首建行去年多項核心指標居四大行之首

田國立田國立：：未來可期未來可期 新金融助創佳績新金融助創佳績
受惠資產質素持續改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增加，四大國有銀行2021年業績

勝市場預期，齊齊再現久違的雙位數增長，其中建設銀行（939）的成績單
最為亮麗，多項核心指標領先同業，無論是純利增速、淨息差、資產回報
率ROA、股本回報率ROE，還是核心資本充足率等都名列第一，獲多間
大行一致推薦，籲予 「買入」 的建議。建行董事長田國立直言，未來依然
可期，建行將力推新金融，以更好的業績回報股東和社會，歡迎各位投資
者增加持股比例。 木子

大行：建行為內銀股首選
出色的業績表現再加上優良的資產質素，建設銀

行呈現出極佳的盈利潛力，其中資產回報率ROA、
股本回報率ROE連續四年稱冠四大國有銀行，吸引
投資者的追捧，各大投行也都給予 「買入」的推
介，並調高目標價。

大和發表報告指，建行短期雖面臨淨息差壓力，
但有信心能保持合理水平，相信該行具有長期管理
能力，以及優於預期的信貸成本控制，能保持貸款
合理增長，且具有獨特的增長動力，包括房屋租賃
融資和金融科技應用。將目標價從 6.7 元上調至
7.25元，重申 「買入」評級，指建行是內銀股的首
選。

瑞信報告也指出，貸款增速加快及淨息差小幅下

降，促成了建行不錯的淨息差增長，較預期更具韌
性，而且資產質素持續改善，相信建行能夠保持在
內地銀行中的領先地位，維持 8 元目標價，評級
「跑贏大市」。
摩根士丹利的報告指出，建行去年盈利及核心業

務穩健增長，股息收益率達8%勝預期，第四季淨息
差擴闊6個基點，顯示今年淨息差表現可望穩定，
重申對其 「增持」評級及目標價8.8元。

瑞銀報告指，建行旗下強勁的投資收益推動去年
收入增長，維持其 「買入」投資評級，目標價6.7港
元。滙豐環球認為，建行去年淨利息收入表現溫和
正面，費用及其他收入、資產質素、資本充足比率
都表現向好，維持買入評級。

新金融迎戰 「零利率」 時代
雖然業績表現亮麗，但建行未雨綢繆，近年縱

深推進金新融，助力新經濟的同時，也做好經營
發展，回饋股東。董事長田國立直言，建行在新
金融上的努力，就是為了以輕資產服務社會，為
未來零利率時代做好準備！
田國立指出，面對國內外複雜的形勢和挑戰，

建行貫徹國家的決策部署，引導更多金融資源流
向社會的重點和薄弱環節，用新金融整合資源，
助力構建新格局，戰略溢出效應持續顯現，資產
負債均衡增長，資產品質穩中向好，向廣大股東
和社會各界交出了一份亮麗的答卷。
在田國立看來，新金融是在新發展理念下的一

種新金融思維方式，因為傳統金融已有幾百年，
進入信息時代，人類需求越來越廣泛，金融也需
要用新的語言和邏輯去重構， 「特別是金融危機
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特別大的啟示，就是金融
如何更好地服務社會。」 他強調，新金融沒有固
定範式，無遠弗屆，但並不神秘，在百姓身邊，
於細微之處，目的就是讓金融資源配置更加公平

公正。
建行整體發展都朝着新金融的方向，田國立

直言，無論是智慧政務、住房租賃、普惠金
融、鄉村振興、還是財富管理，現在建行內部
盡可能把產品都和金融科技結合起來， 「這樣
無論是對風險的控制還是成本的降低都會有非
常大的收益，也是新金融的一個內涵。」 他指
出，建行的新金融探索不只單純體現在指標數
字，疏解社會難點，更重要的是跳出傳統金融
視覺，路越走越寬，收獲國際機構和社會各界更
多的肯定。
田國立表示，傳統金融講究效益，一般只服務

好頭部20%的企業，最後能獲得80%的效益，餘
下80%客戶的金融服務就成為死角，但新金融核
心理念就是以人為本，不光有想法，還藉助科技
加持了服務社會的能力，將美好願望變成真。例
如建行在推住房租賃，完全用服務社會的理念，
也創新出好的金融產品，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都
不錯。

普惠金融不良率低 為盈利增收

四大國有銀行2021年業績表

田國立（中）表示，建行力推新金融迎戰 「零利率」 時代。

除了傳統業務領域，建設銀行積極履行社會責
任，加大對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的支持，而且效益
非常好，其中微小企戶數和貸款餘額都居四大行之
首，不良率也低於整體水平，在給實體經濟讓利的
同時，也為銀行盈利增收。

截至2021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貸款餘額1.87萬億
元，同時增長31.60%，大大領先其它三家銀行，而
建行的普惠貸款客戶同樣是遙遙領先，新增24.12萬
戶達至193.67萬戶。

四大行的普惠貸款利率普遍下降，市場擔心會否
因為讓利而影響盈利，建行在這方面控制得很不
錯，相關利率是4.16%，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還
維持在第二高位。建行在加大支持實體經濟的同
時，充分利用大數據、新科技，管控貸款質量，資
產質量得到很好的保持，不良率甚至還低於銀行整
體水平，不只沒拖後腿，既為中小企紓困，還為盈
利做了貢獻。

董事長田國立指出，傳統年代，銀行都在爭搶大客
戶，建行不只要做大的，中小也要關注到，搞好普惠
金融已成為建行的戰略了，但給千百萬中小微企業貸
款和做大客戶不一樣，投入成本大，要靠科技。2017
年以前建行的相關貸款只有200億-300億，不良率是
7%-8%。2018年是2300億元，不良率是1%，2020年
達到了4500億，不良率還保持在1%， 「建行用了將
近30年，才做了5萬多億的按揭貸款，但僅用了三四
年，普惠金融貸款就達到了2萬億。」

建行的綠色金融數據也很給力，截至2021年末，
貸款餘額1.96萬億元，增幅35.61%；承銷72筆境內
外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合計 1240.37 億元，明晟
ESG 評級繼續保持 A 級，是國內銀行業的最好水
平。該行去年成立環境、社會和治理推進委員會，
統籌推進集團整體環境、社會和治理戰略規劃、部
署及協調工作，並正式成為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
工作組（TCFD）支持機構。

四大國有行剛剛派發2021年的成績單，去年利
潤共計約 1.1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2020
年增長11.1%，是自2013年以來，再度重回雙位數
增幅。其中，建行表現最出色，淨賺 2979.75 億
元，增長 12.3%，兩年複合增速 6.25%，創近年新
高，拉高平均綫，和中行一起成為四大行中利潤增
長最快的銀行。同時，建行和農行的營收增速都超
過9%，成為四大行的第一梯隊。

ROA ROE齊稱冠
銀行的經營效益主要看ROA（資產回報率）和

ROE（股本回報率），建行兩項數據都居四大行
之冠，分別穩步上升至1.04%和12.55%，連續四年
排名第一，工行跟隨其後，屈居第二，而農行的
ROA則排第四，ROE則是中行表現最弱。建行的
盈利回報能力妥妥地成為行業趐楚，難怪董事長田
國立信心滿滿地表示，對兩項指標非常滿意，建行
可以說是向廣大股東和社會各界交出一份亮麗答
卷。

業績表現向好，四大行都繼續維持穩建的派息
政策，擬分紅總額加起來達到3329億元。其中建
行派息跟隨盈利同步上升，增派末期息 11.67%至
0.364元，每股實收股息金額是四大行中最高的，
一共擬派 910 億元。董事會秘書胡昌苗直言，建
行股價一向表現亮麗，近年分紅都穩中有升，維
持在 30%的比例，從 2005 年至今，已累積派息超
過9000億，相信有戰略眼光的投資者一定會繼續
跟隨，建行也會為廣大股東持續創造良好的價值
回報。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最殷實
四大行的雙位純利增速某程度上受惠了資產質素

的持續改善，不良貸款率齊齊下降，中行最低，為
1.33%，而建行、工行、農行則旗鼓相當，分別為
1.42%、1.42%和1.43%。反映資本穩健程度的核心
一級資本充足率，以建行最為殷實，

達到13.59%，領先其它三大行。
期內，四大行的資產規模都穩步上升，中行增速

最快，但總資產只有26萬億，規模最小，建行則
快增7.5%，突破了30萬億大關，規模和增速雙雙
排在第二位，工行規模大，但增速卻是最慢的。銀
行的風險抵禦能力也在增強，其中建行的撥備覆蓋
率大增26個百分點至239.96%，僅次於農行，中行
表現最弱，僅增加9點百分點至187%。

外間一直關注房地產的風險問題，建行的表現也
是最好的，相關貸款佔比控制得最低，僅為
3.89%，而且相關不良率也最低，僅為 1.85%。農
行的相關貸款佔比不降反升，從2020年的7.4%增
加到了 13.7%，中行和工行分別為 4.38%、6.5%，
而農行、工行、中行的房地產業不良率則分別為
3.39%、4.79%、5.05%。

房地產貸款質量最佳
政策指向降低融資融成本，銀行利息收入增速

都有所放緩，作為盈利指標的淨息差也集體下
滑，中行跌得最利害，下降了10個基點，農行也
跌了8個基點，建行跌得較少，繼續守住2.13%的
較高水平，在四大行中處於領跑地位。建行副行
長張敏指出，去年人民銀行兩度下調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LPR），淨息差的管理面臨一定壓力，
但基本已逐步企穩，今年還會有下行趨勢，建行
會加強風險預判，有信心能在同行中維持合理水
平。

在利率受壓的大環境下，非息收入就成為各銀行
的必爭之地，建行同樣表現出色。農行中間業務收
入增速最快，但總額卻只有800億，建行和工行都
突破了千億關口，其中建行大增6%至1215億元，
為五年來的最高水平。建行副行長紀志宏直言，該
行一直加大轉型力度，進一步優化收入結構，着力
提升非息收入，未來會加固傳統領域優勢，強化金
融產品的創新，推動中間業務的發展，預計今年的
手續費收入會持續保持穩健增長。

建設銀行2021年業績表現出色。

（人民幣）

純利(億)

營收(億)

股息(元)

ROA

ROE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總資產(萬億)

淨息差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億)

撥備覆蓋率

建設銀行

2979.8 (12.3%)

8242.5 (9.1%)

0.364

1.04%

12.55%

13.59%

30.25 (7.5%)

2.13%(跌6基點)

1214.9 (6.03%)

239.96%

中國銀行

2165.6 (12.3%)

6057.2 (6.71%)

0.221

0.89%

11.28%

11.3%

26.72 (9.5%)

1.75%(跌10基點)

814.3 (7.82%)

187.05%

工商銀行

3883.4 (10.3%)

8608.8 (7.6%)

0.293

1.02%

12.15%

13.31%

35.17 (6%)

2.11%(跌4基點)

1330.2 (1.38%)

205.84%

農業銀行

2411.8 (11.6%)

7199.2 (9.4%)

0.2068

0.86%

11.6%

11.44%

29.07 (6.9%)

2.12%(跌8基點)

803.3 (7.76%)

2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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