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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民 生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1 5年資本構成信息附表

附表1：資本構成披露模板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集團口徑

1 實收資本 36,485

2 留存收益
2a 盈餘公積 25,361

2b 一般風險準備 56,351

2c 未分配利潤 116,826

3 累計其他綜合收益和公開儲備
3a 資本公積 64,744

3b 其他 1,451

4 過渡期內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數額（僅適用於非股份公司，股份
制公司的銀行填0即可）

5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6,821

6 監管調整前的核心一級資本 308,039

核心一級資本：監管調整
7 審慎估值調整
8 商譽（扣除遞延稅負債）
9 其他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除外）（扣除遞延稅負債） 978

10 依賴未來盈利的由經營虧損引起的淨遞延稅資產 188

11 對未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項目進行現金流套期形成的儲備
12 貸款損失準備缺口
13 資產證券化銷售利得
14 自身信用風險變化導致其負債公允價值變化帶來的未實現損益
15 確定受益類的養老金資產淨額（扣除遞延稅項負債）
16 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銀行的普通股
17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級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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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核心一級資本中應扣除
金額

19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核心一級資本中應扣除
金額

20 抵押貸款服務權
21 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資產中應扣除金額
22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核心一級資本和其他依

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資產的未扣除部分超過核心一級資
本15%的應扣除金額

23 　其中：應在對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扣除的金額
24 　其中：抵押貸款服務權應扣除的金額
25 　其中：應在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資產中扣除的

　　　　金額
26a 對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核心一級資本投資
26b 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核心一級資本缺口
26c 其他應在核心一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合計
27 應從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28 核心一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1,166

29 核心一級資本 306,873

其他一級資本：
30 其他一級資本工具及其溢價
31 　其中：權益部分
32 　其中：負債部分
33 過渡期後不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工具
34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487

35 　其中：過渡期後不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部分
36 在監管調整前的其他一級資本 487

其他一級資本：監管調整
37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本銀行其他一級資本
38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級資

本
39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其他一級資本應扣除部

分
40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其他一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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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 對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其他一級資本投資
41b 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其他一級資本缺口
41c 其他應在其他一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
42 應從二級資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43 其他一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44 其他一級資本 487

45 一級資本（核心一級資本+其他一級資本） 307,360

二級資本：
46 二級資本工具及其溢價 57,570

47 過渡期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部分 17,570

48 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 869

49 其中：過渡期結束後不可計入的部分 —
50 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可計入部分 18,592

51 監管調整前的二級資本 77,031

二級資本：監管調整
52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本銀行的二級資本
53 銀行間或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間通過協議相互持有的二級資本
54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小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二級資本應扣除部分
55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大額少數資本投資中的二級資本
56a 對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二級資本投資
56b 有控制權但不併表的金融機構的二級資本缺口
56c 其他應在二級資本中扣除的項目
57 二級資本監管調整總和
58 二級資本 77,031

59 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本） 384,391

60 總風險加權資產 3,346,232

資本充足率和儲備資本要求
61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9.17%

62 一級資本充足率 9.19%

63 資本充足率 11.49%

64 機構特定的資本要求
65 　其中：儲備資本要求 83,656

66 　其中：逆周期資本要求
67 　其中：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
68 滿足緩衝區的核心一級資本佔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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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最低監管資本要求
69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5%

70 一級資本充足率 6%

71 資本充足率 8%

門檻扣除項中未扣除部分
72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的小額少數資本投資未扣除部分 3,961

73 對未併表金融機構的大額少數資本投資未扣除部分 3,382

74 抵押貸款服務權（扣除遞延稅負債）
75 其他依賴於銀行未來盈利的淨遞延稅資產（扣除遞延稅負債） 15,695

可計入二級資本的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的限額
76 權重法下，實際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額 52,998

77 權重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的數額 38,153

78 內部評級法下，實際計提的超額貸款損失準備金額
79 內部評級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的數額

符合退出安排的資本工具
80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81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82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83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84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 17,570

85 因過渡期安排造成的當期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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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有關科目展開說明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監管
併表口徑下的
資產負債表

代碼

商譽 a

無形資產 5,293 b

遞延稅所得稅負債

　其中：與商譽相關的遞延稅項負債 c

　其中：與其他無形資產（不含土地使用權）相關的遞
　　　　延稅負債

d

實收資本 36,485

　其中：可計入核心一級資本的數額 36,485 e

　其中：可計入其他一級資本的數額 f

附表3：第二步披露的所有項目與資本構成披露模板中的項目對應關係
表

 單位：百萬元（人民幣）

核心一級資本 數額 代碼
1 實收資本 36,485 e

2a 盈餘公積 25,361

2b 一般風險準備 56,351

2c 未分配利潤 116,826

3a 資本公積 64,744

8 商譽（扣除相關稅項負債）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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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資本工具主要特徵模板

1 發行機構 民生銀行
2 標識碼
3 適用法律 《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4 監管處理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法
　　　（試行）》過渡期規則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按年
遞減計入
二級資本

計入監管
資本

計入監管
資本

其中：適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法
　　　（試行）》過渡期結束後規則

不計入
監管資本

不計入
監管資本

不計入
監管資本

不計入
監管資本

不計入
監管資本

不計入
監管資本

計入
監管資本

計入
監管資本

其中：適用法人╱集團層面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5 工具類型 次級債 次級債 混合資本債 混合資本債 混合資本債 混合資本債 二級資本債 二級資本債
6 可計入監管資本的數額

　（單位：百萬）
4,200 2,800 2,310 700 2,328 1,173 20,000 20,000

7 工具面值（單位：百萬） 6,000 4,000 3,300 1,000 3,325 1,675 20,000 20,000

8 會計處理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
9 初始發行日 2011-3-18 2011-3-18 2006-12-26 2006-12-26 2009-3-25 2009-3-25 2014-3-18 2015-4-28

10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續）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其中：原到期日 2021-3-18 2026-3-18 2021-12-28 2021-12-28 2024-3-25 2024-3-25 2024-3-20 2025-4-29

11 發行人贖回（需經監管審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贖回日期及額度
　　　（單位：百萬）

2016/3/18, 
6000

2021/3/18, 
4000

2016/12/28, 
3300

2016/12/28, 
1000

2019/3/25, 
3325

2019/3/25, 
1675

2019/3/20, 
20000

2020/4/29, 
20000

其中：後續贖回日期（如果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2 分紅或派息

其中：固定或浮動派息╱分紅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浮動利率 固定利率 浮動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其中：票面利率 5.50% 5.70% 5.05% 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
+2.0%

5.70% 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

+3.0%

6.60% 5.40%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動機制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
　　　分紅或派息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無自由
裁量權

其中：是否有贖回激勵機制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其中：累計或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非累計

13 是否可轉股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4 是否減記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5 清算時清償順序（說明清償順序

　更高級的工具類型）
列於其他
負債之後、
先於股權
資本和混合
資本債

列於其他
負債之後、
先於股權
資本和混合
資本債

列於長期
次級債

之後、先於
股權資本

列於長期
次級債

之後、先於
股權資本

列於長期
次級債

之後、先於
股權資本

列於長期
次級債

之後、先於
股權資本

列於其他
負債之後、
先於股權
資本和混合
資本債

列於其他
負債之後、
先於股權
資本和混合
資本債

16 是否含有暫時的不合格特徵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其中：若有，說明該特徵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贖回激勵、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贖回激勵、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贖回激勵、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贖回激勵、
不含減記和
轉股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