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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发布 2017 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银行业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7.8%
■聚焦

银监会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
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7 年四季度主要监
管指标数据近日出炉，
银监会在日前
的例行发布会上介绍，
当前银行业运
行稳健，
风险可控，
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进一步提升。
据悉，
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 25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7%，增速较上年末下降
7.1 个百分点。其中，
各项贷款 129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12.4%。总负债 233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8.4%。其中，
各项存
款 15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8%。商业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5%，
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一级资本充足率
为 11.35%，
较上年末上升 0.1 个百分
点；
资本充足率为 13.65%，
较上年末
上升 0.37 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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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资本利润率为 12.56%。
值得注意的是，
从不良贷款余额
与不良率来看，
我国商业银行保持了
较为稳定的状态。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 余 额 1.71 万 亿 元 ，不 良 贷 款 率
1.74% ；关 注 类 贷 款 余 额 3.41 万 亿
元，
关注类贷款率 3.49%。商业银行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3.09 万亿元，
较
上年末增加 4268 亿元；拨备覆盖率
为 181.42%，
较上年末上升 5.02 个百
分点；
贷款拨备率为 3.16%，
较上年末
上升 0.09 个百分点。
另外，
银行业流动性充足，
流动
性比例为 50.03%，
人民币超额备付金
率为 2.02%，
存贷款比例为 70.55%，
流
动性覆盖率为 123.26%。普惠金融力
度加大，
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
业贷款和涉农贷款余额均达到 31 万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5.1%和 9.6%。

上海银行业资产总额 14.75 万亿元

日前，
上海银监局发布了上海银
行业的年度成绩单和上海银行业纠
纷调解中心新进展。

不良贷款实现
“双降”
据上海银监局有关人士介绍，
截
至 2017 年末，上海银行业资产总额
14.7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3%；
各项贷
款 6.7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9%；
各项
存款 9.3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0%。不
良贷款余额 380.3 亿元，
较 2016 年末
减少 23.79 亿元；
不良贷款率 0.57%，
较 2016 年末下降 0.11 个百分点，
不良
贷款实现
“双降”
。
“2018 年，
上海银行业将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根据全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提出的十大重点
风险防控任务、
六项改革开放和服务实
体经济工作要点，
明确目标、
紧扣重点，
不断开创上海银行业改革开放和科学
发展的新局面。
”
上述人士表示。

调解出理论成果
上海银监局年前还介绍了上海

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最新情况，
调解
中心《银行业纠纷调解》课题研究，
理
论化成果初步落地。
作为全国首家民办非企业性质
的银行业纠纷调解机构，调解中心
主要为客户与银行间因金融产品、
服 务 等 产 生 的 纠 纷 提 供 专 业 、高
效 、公 平 的 调 解 服 务 。 据 悉 ，调 解
中心近年的调解量稳步增长。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 月 29
日 ，仅 用 25 个 月 时 间 便 突 破 1000
件 。 同 时 ，结 合 行 业 发 展 趋 势 ，注
重功能建设，打造“四轮驱动、主业
突 出 ”的 平 台 ，以“ 四 轮 ”
（标 准 化 、
理论化、创新化、科技化）驱动主业
健康有序发展。
该调解中心不仅注重调解数量，
更加注重优化调解模式，2017 年 10
月成为全国首家获 ISO9001 证书的
专业调解机构，
以 ISO9001 的标准从
制度、
流程、
操作、
人员、
技术等多维
度入手，
不断完善现有业务体系，
已
形成一套内容完备、
分工明晰、
流程
通畅的标准化调解体系。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银监会制定了《银行业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指引》首次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管理予以规范，
有利于规
范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为、
维护银行
业声誉、
保护消费者、
促进银行业安
全稳健。
银监会将根据各界反馈意见，
进
一步修改完善并适时发布。银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指引》制定的背
景是，
近年来，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
员数量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
银行业案
件频发，
多与银行从业人员内外勾结、
违规操作相关，
暴露了银行业金融机
构对从业人员行为管理不足、
部分从
业人员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等问题。
《指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
确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治理架构。
《指引》明确了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
组织架构，
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管层
各自的职责，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明
确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牵头部门，
并
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从业人员行为管
理工作。同时，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建立从业人员管理信息系统，
持续收
集从业人员行为的相关信息。
二是规范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
制度建设。
《指引》要求，
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应以风险
为本，
应制定全行遵守的行为守则和
针对各业务条线的行为细则，
要求从
业人员遵守法律法规、恪守工作纪
律，
并针对全体员工开展教育培训。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开展从业人员行
为的定期评估、
建立长期监测和不定
期排查机制，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在
招聘中评估其与业务相关的行为，
并
将从业人员行为的评估结果作为薪
酬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同时，
《指引》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不当行为
的举报制度，
加大约束和监督。
三是加强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
外部监管。
《指引》要求，
银行业金融
机构应将从业人员行为守则及评估
报告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加强银行业金融
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评估、
监管
和信息收集。对于不能满足从业人
员行为管理相关要求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
其制定整改方案，
责令限期改正，
并
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与原有相关规制相比，
《指引》有
哪些新的要求？银监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
《指引》明确要求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对本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
理承担主体责任；
规范银行业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治理架构，
明
确董事会、
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和相
关职能部门在从业人员行为管理中
的职责分工；
从行为守则和行为细则
的制定、
从业人员行为的日常教育和
管理、
招聘和晋升中对行为的要求、
以及对不当行为的举报和处理等方
面规范了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制度
要求；
从监管报告、
日常监管、
信息报
送等方面完善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
管理的监管要求。

中国联通完成混改后
员工股权激励草案出炉
青年报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在中国联通通过引入新
投资者，
完成混改方案后，
又进一步
推出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2 月 11
日晚间，
中国联通发布关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首期授
予方案（草案修订稿）等一系列相关
公告。根据公告，
中国联通此次股权
激励计划首期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
超过 84788 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约占
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2.8%，
其中计划
预留 4485.6 万股，
占本次授予总量的
5.3%，
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1%。
这次中国联通的股权激励对象
中，
包括董事会秘书王霞（授予 21.6
万股）、
财务负责人姜爱华（授予 21.6
万股），
其他 7853 人为公司中层管理
人员、
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中
国联通这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
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
部分）的价格为 3.79 元/股。激励对
象在获授限制性股票时，
个人出资所
需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
据悉，
中国联通为首批股权激励
计划参与者设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
司业绩和个人业绩条件。其中，
公司
业绩条件中，
第一个解锁期设定的解

锁条件是：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较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基准的增
长率不低于 4.4%，
并且不低于同行业
企业平均水平；2018 年度利润总额
较 2017 年度利润总额基准的增长率
不低于 65.4%，
并且不低于同行业企
业 75 分位水平；
2018 年度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2%。
根据公告，
中国联通为首批股权
激励计划参与者设定的解锁条件包括
公司业绩和个人业绩条件。其中，
公
司业绩条件中，
第一个解锁期设定的
解锁条件是：
（1）2018 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较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基准
的增长率不低于 4.4%，
并且不低于同
行业企业平均水平；
（2）2018年度利润
总额较 2017 年度利润总额基准的增
长率不低于 65.4%，
并且不低于同行业
企业 75 分位水平；
（3）2018 年度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2.0%。第二个解锁
期，
中国联通设定的解锁条件之一，
是
2019 年度利润总额较 2017 年度利润
总额基准的增长率不低于 224.8%，
并
且不低于同行业企业 75 分位水平；
第
三个解锁期设定的净利润条件是，
2020 年度利润总额较 2017 年度利润
总额基准的增长率不低于 378.2%，
并
且不低于同行业企业75分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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