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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1.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采用足够防范我行经营业务的固有风

险的资本管理办法，并且对于资本的管理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我行资本管理的目标除了符

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之外，还必须保持能够保障经营的资本充足率和使股东权益最大化。 
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满足相关资本充足率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7.5%，

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5%，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5%。 
2021 年度，我行继续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资本充足率以及

开展信息披露工作。目前我行对三大风险计算方法分别为：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重

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我行在综合考虑风险评估结果、未来资本需求、资本监管要求和资本可获得性的基础上，

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资本需求，并考虑各种资本补充来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审慎估计资产质

量、利润增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等重要因素的前提下，持续开展我行的资本规划工作，力

求做到确保我行资本水平持续满足监管要求；确保目标资本水平与业务发展战略、风险偏好、

风险管理水平和外部经营环境相适应。 
另外，我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方法和程序主要包括战略规划及资本管理、风险评估、整

合性压力测试、监测与报告等环节，力求确保我行的各主要风险得到识别、计量或评估、监

测和报告；确保我行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确保我行资本规划与实际

经营状况、风险变化趋势及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作为我行内部管理和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结果将作为我行制定资本预算与分配、授信决策和战略规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资本充足率，我行设定行内预警值，并且日常对其进行监测，将实际情况定期报告

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 
根据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各类风险特征，我行将积极调整解决方案。这些

调整的方法通常包括增加资本金，或限制高风险业务以降低风险资产等。 
 
1.2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我行是由日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我行的资

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元，即包括我行总行及各分支机构。我行目前尚无需要纳入并

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财务并表与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无差异，均为我行法人口径数据。 
瑞穗银行集团内资本转移须经相关监管机构、母行及当地董事会的审批并接受其监督。 
 
1.3 资本构成 
我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规定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情况如下： 

 
表 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 1,853,392.21  1,754,959.30 

股本 950,000.00  950,000.00 

资本公积 306.39  306.39 

其他综合收益 3,638.33  -4,191.16 

盈余公积 86,181.90 76,429.46 

一般风险准备 185,663.67  185,663.67 

未分配利润 627,601.92  546,7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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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2,713.00  15,283.84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

用权） 
12,713.00 15,283.84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840.679.21  1,739,675.46 

一级资本净额 1,840,679.21  1,739,675.46 

二级资本 77,581.61  79,583.76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77,581.61  79,583.76 

资本净额 1,918,260.82  1,819,259.22 

风险加权资产 11,051,376.76  10,931,343.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6.66% 15.9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6.66% 15.91% 

资本充足率 17.36% 16.64% 
 

1.4 门槛扣除限额及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行无相关资本投资，净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未超过门槛扣

除限额，无需从资本中进行扣除。 
 
表 门槛扣除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适用门槛扣除限额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限额 与上限的差

额 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

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 

0.00 核心一级 
资本净额

的 10% 

184,067.92 184,067.92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

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7,049.16 

 
184,067.92 

177,018.7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

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

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

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

除部分 

 
7,049.16 

核心一级 
资本净额

的 15% 

 
276,101.88 

 
269,052.72 

 
截至2021年 12月 31日，我行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为 77,581.61 万元。

下表列示我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的相关信息。 
 

表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计量方法 项目 余额 

权重法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77,581.61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120,306.02 

如未达到上限，与上限的差额 42,724.41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77,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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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重大资本投资行为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第六章本年度重要事项。 
 

1.6 实收资本变化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我行股本 950,000.00 万元。关于报告期内我行实收资本变化事项请参

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六章本年度重要事项（二）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情况。 
 

2. 风险管理 
2.1 风险管理体系 

2.1.1 基本理念 
经营管理层充分把握和评估我行的特点和风险状况，在完善与维护有效的风险管理

框架的同时，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为全体员工认同并自觉遵守

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价值观念和管理行为规范，使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全行得到广泛

认同，身体力行努力培育重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 
 

2.1.2 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涉及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包括国别风险）、市场风险（包括银行账簿

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
1
（包括业务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人员风险、

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合规风险、洗钱风险、信

息安全风险、结算风险
2
以及战略风险。我行建立健全覆盖上述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

制，体现出分层设置机构、分层管理以及集中管理的特点。 
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听取各类主

要风险管理报告并讨论，审议风险管理相关政策、规划、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等重大事项。 
行长承担我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首席风险控制官（以下称“CRO”)负责拟

定风险管理战略和规划，提出风险管理政策与措施，监督风险管理的政策与措施的实施

与落实，促进风险管理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立，协调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之间的关系，

制定风险管理专业管理队伍的建设方案，评估外部环境以及宏观风险，就经营环境、战

略、运营过程存在的风险提出建议，并向董事会报告等。 
综合风险管理部牵头履行全面风险的日常管理，负责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牵头协调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全面风险和各类重要风险，及时向高级管理层、

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我行对各类风险指定了分管部门，在分行设风险管理部门，专门

负责风险管理工作。 
 

 

 

 

 

 

                                                             
1 此处的操作风险指狭义的操作风险，包括系统风险、业务操作风险、人员风险、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

险。日本瑞穂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操作风险是广义的操作风险，除上述风险外，还包括法律风险以及声誉风险。 

2 合规风险、洗钱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结算风险在我行定义为复合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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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类别及风险管理分管部门 
风险类别 分管部门 

1． 信用风险 审查部、综合风险管理部 
2． 市场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3． 流动性风险 资金部、综合风险管理部 
4． 操作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信息科技风险 系统风险管理室 

（2）业务操作风险 事务计划部 
（3）法律风险 法律合规部 
（3）人员风险 经营管理部 

（4）有形资产风险 行政部 
（5）规定、制度变更风险 经营管理部 

5． 法律风险 法律合规部 
6． 声誉风险 经营管理部 
7. 合规风险 法律合规部 
8. 洗钱风险 法律合规部 
9. 信息安全风险 法律合规部 
10. 结算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1. 战略风险 战略企划部 

 

2.1.3 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一系列组织和制度安排以及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实践，我行建立了健全的全面风

险管理制度体系。各分管部门根据风险类别的特性，制定了各类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

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融入到制度中。 
 

2.2 风险加权资产 
下表列示我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基本情况。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

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表 风险加权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9,695,930.16 9,603,335.44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883,945.63 807,921.6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471,500.97 520,086.54 

总计 11,051,376.76 10,931,343.61 
     
3. 信用风险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信用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1.信用风险状况。 
 
3.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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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是我行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它是指由我行提供信用额度（授信）

的企业，因财务状况恶化、资产（包括表外项目）价值减少或消失，致使我行蒙受损失的风

险。我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涉及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

承诺、开立信用证等各种表内外公司信贷业务。尚无零售信贷业务。 
 
3.2 信用风险管理体制 
董事会按照我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对信用风险监控委员会审议的信用风险

管理的重要事项做出决议。 
从执行层面来讲，行长总负责我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总行及分行分别设置风险管理部

门进行日常风险管理工作。行长下设信用风险监控委员会，听取信用风险管理相关报告，审

议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事项。委员会成员包括行长、副行长、CRO、审查部、综合风险管理

部、总行营销各部、金融机构部的总经理。委员会听取的常规报告包括不良贷款的状况，对

信贷资产组合的分析报告，信用成本变化的分析报告等。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包括信用风险管

理方针，授信业务相关规定，以及其他信用风险相关事宜的重大决策。 
审查部和综合风险管理部协同我行各相关部门分别从对单个客户和组合信用风险的角

度，共同推进信用风险的分析、监测及信用风险管理。我行在信贷业务审批阶段，严格执行

审贷分离，审查部门根据相关的行内规定，进行授信业务的审批。综合风险管理部负责各类

风险限额的监控以及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并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报

告。 
 
3.3 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健全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根据我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基本

方针》和《授信业务规范》，我行在授信业务中遵循公共性、安全性、收益性和成长性的基

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授信管理规程和内控制度，通过对各项交易的贷前调査、贷时

审核及贷后检查等各道工作程序的授信管理，有效贯彻和落实授信业务的全流程管理，此外，

我行通过信贷资产组合分析，及时准确地把握整体和信用评级、行业等各组合信用风险来源

和风险大小、必要时预先或事后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信贷资产组合管理。我行还通过各类风险

指标监测信贷资产质量。 
 
3.4 大额风险暴露 

我行持续将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依据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制度、信

息系统，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防控大额风险。我行每日监控大额风险暴露水平，当发现

大额风险暴露监管阈值的预警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2021 年末，我行大额风险暴露客户（包括允许豁免的客户及风险暴露）计 58 家，全部

大额风险暴露合计人民币 1005.91 亿元。 
对于 2018 年底风险暴露未达标的两家同业客户（中国银行及我行母行瑞穗银行），我行

拟定了过渡期计划，已于 2019 年报请监管机构审批。截止 2021 年末，中国银行按计划完成

了削减计划，大额风险暴露指标达到了监管标准。根据 2021 年 4 月 2 日中国银保监会颁布

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明确外资法人银行对母行集团大额风险暴露有关监管要求的通

知》，我行对母行瑞穗银行的风险暴露不受《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规定的大额

风险暴露监管要求约束。由此，截止 2021 年末，我行无大额风险暴露未达标客户。今后我

行各部门仍将继续紧密合作，实现业务信息及风险暴露情况的共享，通过内部额度管理或调

整授信额度等方式，继续严格监测和防控大额风险暴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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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行按照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按主体划分权重法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现金类 1,258,894.26 1,258,894.26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48,101.81 48,101.8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0.00 0.00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4,309,769.05 4,145,169.05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

构的债权 
897,822.60 897,822.60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5,405,091.59 5,277,372.50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80,331.34 63,905.97 

对个人的债权 0.00 0.00 

股权投资 0.00 0.00 

资产证券化 414,189.56 414,189.56 

其他表内项目 55,917.40 55,917.40 

总计 12.470,117.61 12,161,373.15 
 
表 按权重划分权重法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权重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0% 2,236,054.85 2,236,054.85 
20% 1,264,006.96 1,099,406.96 
25% 222,339.82 222,339.82 
50% 685,725.89 685,725.89 
75% 494,520.90 478,095.53 

100% 7,560,420.03 7,432,700.94 
150% 0.00 0.00  
250% 7,049.16 7,049.16 
350% 0.00   0.00   
400% 0.00   0.00   
1250% 0.00   0.00 

总计 12,470,117.61 12,161,373.15 
 

3.6 信用风险缓释 
我行通常运用抵质押品和保证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风险。此缓释工具我行通常运用母行

保证、母公司保证以及变现能力较强的存款质押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风险。此缓释工具有效

覆盖了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暴露。我行在进行授信业务时对缓释工效性、价值及权属等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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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保其可以有效降低潜在的信用风险。 
在取得保证时，我行对保证协议书、保证意向确认文件等进行确认，并每月至少检查一

次保证书和其他重要文件的更新状况。针对存款质押，每月第 5 个营业日前通过记账系统还

原表，制作定期存款质押期日管理表，检查管理表与担保品台帐中的存款明细与存单一致。

每 3 个月对存款质押原件保管场所，状况及与担保品台账中明细一致性进行确认。在取得抵

质押时，严格审核抵质押品的准入资格，定期监测评估抵质押品的价值，至少每 6 个月检查

一次实物、其保存状况及担保品元帐内容的准确性。 
我行在计量权重法下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仅考虑《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中认可的权重法下的合格抵质押品或合格保证人的风险缓释作用，下表列示我行权重法信用

风险暴露的风险缓释分布情况。 
表 权重法下表内信用风险资产对应的风险缓释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表内信用风险缓释 

现金类资产 0 

我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我国政策性银行 164,600.00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0.00 

我国商业银行 70,362.35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 0.00 

其他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73,782.11 

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00 

总计 308,744.46 

 
3.7 贷款质量和减值准备 
我行依据原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贷款风险分类实施细则》，并根据该

管理办法对所有贷款进行贷款五级分类，全面真实的反映贷款质量。我行的不良贷款分类标

准与原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标准中的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分类标准一致。逾期

贷款是指所有或部分本金或利息已逾期一天以上的贷款。 
2021年度，根据银保监局《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等的要求，并参考《商业银行金融资

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我行全面修订了五级分类相关行内制度，新制定了

《金融资产风险风险分类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2年4月1日生效，同时原有《贷款风险

分类实施细则》将予以废除。 
我行按照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1年第4号）

以及《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 号）的相关规定，

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制定了我行《金

融资产减值管理办法》。根据我行《金融资产减值管理办法》，我行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

量。对纳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量范围的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计算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与依据银保监会上述要求计算的

计提数孰高确定。我行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均符合监管的最低计提要求。 
截至 2021 年末，我行不良贷款总额 2,149.16 万元，较年初减少 31.10 万元；本行贷款

损失准备余额 81,559.28 万元，较年初减少 1,006.29 万元。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逾期贷款、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等信息请详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

度报告》附件：审计报告及已审财务报表附注五、8.发放贷款和垫款。 
 
表 截至 2021 年末， 我行贷款风险分类及不良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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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贷款分类 贷款余额 占比 
正常 5,336,079.80 98.69% 

关注 68,532.01 1.27% 

次级 0.00 0.00% 

可疑 0.00 0.00% 

损失 2,149.16- 0.04% 

合计 5,406,760.97 100.00% 
 
3.8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我行参与承销及投资由第三方结构化主体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其目的是获取承销收入及

投资收益。 

我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采用标准法计量，风险权重依据我行认定的合格外部评级机构

的信用评级以及资产证券化类别确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行资产证券化风险加

权资产为 310,642.17 万元，资本要求为 24,851.37 万元。 
 

3.9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在现金流结算之前，交易对手因倒闭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或不

能全部履行合约承诺而给银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我行将结算前风险与其他信用风险（一是

直接信用风险，如贷款、贸易融资等，二是或有信用风险，如信用证、保函等）一起加总计

算综合授信额度和信用敞口，在此基础上进行信贷审批。 
我行已经建立完整、统一的交易对手授信政策体系，从不同维度对交易手信用风险进行

了定义并予以管理。对交易对手，我行按照客户性质将其分为同业交易对手和企业交易对手，

分别予以不同的风险控制手段。我行在与企业客户进行衍生产品交易时，需要核实企业是否

具有真实背景，交易目的必须是匹配其现金流或资产负债的外汇、利率避险方面需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为 1,336,655.54 万元。 
 
4. 市场风险 

4.1 概述 
我行的市场风险定义为因利息、有价证券价格及汇率等各种市场风险系数变动而导致所

持有的资产和负债（包括表外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致使我行内各部及各分行遭受损失的

风险。 
 

4.2 市场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已按照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治理架构，并在总行层面形

成了完整的三层治理结构，确保了健全风险治理架构的基本条件。具体来说，我行市场风险

管理的体制体现了分层设置机构、分层管理以及集中管理的特点。在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等

进行审议、调整的基础上，由董事会对市场风险管理有关的重要事项做出决议。行长全面负

责我行的市场风险管理。综合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规划和运作，并定期和

在必要时向董事会、行长及首席风险控制官报告市场风险管理情况等。同时，我行在各分行

也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在总行的指导下负责各分行的各项风险管理工作。 
我行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治理体系，在全行形成完整

的三层治理架构，满足风险治理架构的基本条件。具体来说，我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体现出

按区域设置机构、分层和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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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制定了适当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根据风险管理的新变化、监管的新要求及时

修订和完善。主要的市场风险的管理政策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市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及《市场风险压力测试运营要领》。 
另外，我行在上述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对市场风险加以管理和防范，具体方式主要是对

BPV、VaR、压力测试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并定期实

施压力测试评估压力场景下银行的市场风险承受能力。 
 

4.4 市场风险暴露 
我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的监管资本，计量范围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

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风险。下表列示我行 2021 年 12 月 31 日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情况。 
 
表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利率风险 30,411.40 
股票风险 0.00 

外汇风险 40,044.98 

商品风险 29.14 

期权风险 230.12 

总计 70,715.65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3.市场风险状况。 
 
5. 操作风险 

5.1 概述 
我行的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

事件而造成我行损失的风险，其中包括信息科技风险、业务操作风险、法律风险、人员风险、

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险和声誉风险。 
 

5.2 操作风险管理体制 
董事会按照我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基本方针》，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事项作出决议。 
从执行层面来讲，行长总负责我行操作风险管理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

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及体系。行长全面负责我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综合风险管理部负责规划

和推进操作风险管理，各个风险管理分管部门负责分管风险的管理相关的规划、推进。 
另外，我行在董事会下设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我行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审

议，讨论，审议我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以及风险管理重大事项等。 
 

5.3 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始终高度重视操作风险对银行经营和管理带来的影响，不断加强操作风险管理机制，

健全操作风险管理规程体系，我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指引》及我行《操作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制定了《操作风险管理办法》，全面管理我行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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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险情况。另外，通过包括自我风险评估（CSA）的统一管理、持续加强对整体操作风险

的监控、操作风险管理行动计划等，对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理。 
 

5.4 操作风险暴露 
我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2021 年我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471,500.97 万元，资本要求为 37,720.08 万元。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操作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4.操作风险状况。 
 
6. 其他风险 

6.1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6.1.1 概述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

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银行账簿记录的

是商业银行未划入交易账簿的相关表内外业务。 
 
6.1.2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一贯高度重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管理，在法人化以后，建立了统一把握和管

理行内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制度和框架。 
董事会承担监控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有效性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

对我行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进行评估，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讨论并审议

各项重大事项，发挥对董事会决策的支持作用。我行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主要由第一道

防线的总行资金部和第二道防线的综合风险管理部共同管理。 
 
6.1.3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完善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主要涵盖在《市场风险管理基

本方针》中规定了利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流程。其他管理政策包括：《市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市场风险压力测试运营要领》等。 
另外，我行在上述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加以管理和防范，具体方

式主要是对利率敏感性、盯市损益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我行结合自身业务规

模、风险状况和业务复杂程度建立了有效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体系，定期

进行压力测试，并将压力测试的结果直接反应到资本充足率，测试结果上报至每月召开

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 
 

以下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可能发生的合理变动对税前利润及对权益方面的

影响。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量变动 对税前利润影响 

增加/（减少） 
对权益的影响 
增加/（减少） 

对税前利润影响 
增加/（减少） 

对权益的影响 
增加/（减少） 

利 率 增 加

100 个基点 
 

-15,795.99 
 

 
-12,282.27 

 

-22,494.10 
 

-12,1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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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率 减 少

100 个基点 
16,140.91 

 
 

12,620.70 
 
 

22,717.06 
 

12,486.78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暴露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3.市场风险状况，以及《瑞

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附件：审计报告及已审财务报表附注九、风险

披露 3.市场风险 3.2 利率风险。 
 

6.2 战略风险 
我行的战略风险是指我行在追求短期商业目的和长期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因不适当

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决策给我行造成损失或不利影响的风险。 
2019 年我行制定了新一轮 5 年期的中期经营计划，并以此为基础具体制定了 2021

年度的业务计划。之后通过定期跟踪和管理战略目标及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汇总后向

董事会报告，根据各项目标的执行情况以及内外部环境变化等，讨论调整业务计划的必

要性。 
2021 年度业务计划完成情况未大幅偏离计划，业务方面亦未发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或意外的重大损失。 
总体而言，2021 年战略风险整体可控，保持在低水平。 

 
6.3 流动性风险 

6.3.1   概述 
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总行内各部及分行的财务内容恶化等原因，不能确保必要的

资金、不能进行正常的资金周转时，为了确保资金必须付出比通常明显高的利息来筹措

资金，从而使总行内各部及分行遭受损失的风险。 
 

6.3.2 流动性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一贯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建立了统一把握和管理行内流动性风险的

制度和框架。 
董事会承担监控流动性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最终责任，对与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的重

要事项进行决议。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我行的流动性风险进行评估，对流动

性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审议，并讨论、审议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以及各项重大事项，

发挥对董事会决策的支持作用。我行的流动性风险主要由第一道防线的总行资金部和

第二道防线的综合风险管理部共同管理，并在各分行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各

分行的相关风险管理工作。 
 

6.3.3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主要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包括：《流

动性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流动性应急计

划》、《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要领》。 
此外，流动性采取集中管理模式，分行对流动性的管理实行完全平盘政策，服从统

一的流动性管理政策，通过相关的报表对流动性风险实施记录、检测和管理。管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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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流动性资金缺口报表和流动性压力测试报表两种。前者主要对资金的隔夜资金

缺口，一周资金缺口和一个月资金缺口进行每日监控。同时，每月按币种（本币和外币）

实施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上报月度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和季度风险管理委员会。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流动性风险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2.流动性风险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