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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南商(中国)”或“本行”]是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银香港”）通过其全资附属机构南洋商业银行有限

公司（简称“南商”）全资拥有的外商独资法人银行。

南洋商业银行于1949年在香港成立，1982年，在深圳特区开设分行，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家在内地经营的外资银行。2007年12月4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南商将其在内地的分支行改制为外商独资

法人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2009年8月，中银

香港原青岛分行、汕头分行、深圳分行、深圳福田支行、深圳宝安支行共3家分

行2家支行改制并入本行。中银香港上海分行则改制更名为南商上海分行，从事

外汇批发业务。通过四年来的发展壮大，南商（中国）已成为在全国拥有23家营

业网点，资产超过670亿元，员工超过千人的外资法人银行。

2012年是南商登陆内地市场的第30个年头，南商有幸见证并经历了中国内地经济

快速增长、金融业稳步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辉煌历程，并在这场改革

开放浪潮中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众多的“第一”：牵头发放第一笔国际银团贷

款、发行第一张信用卡、发放第一笔商品房按揭贷款,并在中国内地安装了第一

台ATM取款机。在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本行不断将新产品、新服务、新

管理模式引进内地市场，探索外资银行在内地的经营之路。

服务客户  优质专业

     《中国经营报》颁发「2011卓越竞争力财富管理银行奖」；

     《理财周刊》颁发「第九届理财博览会最受欢迎理财服务奖」；

     《首席财务官》颁发「最佳跨境贸易结算服务奖」、「最佳离岸业务奖」 

2011年，面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南商（中国）始

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宗旨，各

项业务稳步发展。截止2011年末，本行总资产近674

亿元，存款余额近438亿元，贷款余额达到307亿元，

贷存比达到监管要求（从年初的113%降至70%），

净利润达到1.54亿元 。为了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

需要，我行积极调整自身业务结构，在2011年设立了

中小企业务的专营部门，推出“SME-商贸赢”系列

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务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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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在2011年持续加强渠道建设，先后设立了北京中关村支行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年末，本行已在全国12个

城市设立了23家营业网点。除了实体网络的建设外，2011年9月本行推出了与中国银行“渠道共享”项目，本行借记卡

客户将可共享中国银行1万多家网点和近3万多台ATM的便捷服务，实现了渠道建设的突破性进展。新版企业、个人网

银相继投产，便捷的服务网络和设施给客户带来全新的服务体验。2011年10月，总行及上海分行迁入南洋商业银行大

厦办公，对外形象焕然一新，品牌效果提升，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彰显了本行在内地发展、支持内地经济建设的信心

和决心。

2011年，本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派员前往大山深处的云南羊坪南洋商业银行学校慰问师生，为学校

捐赠实用物资。深入开展 “爱心存单”、“爱心书衣”等多项活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2012年，虽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稳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

构转型加快，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将为金融业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集团的支持下，本行将继续加大对

内地网点、人员、业务的投入，致力于本土业务发展，积极参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客户共同成长，与社会共同进步。

2012年，本行进入中国内地满30周年，也适逢中国银行的百年华诞。本行将加大业务转型力度，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客

户，为广大的中高端个人客户提供多元、灵活的服务，力争成为致力于中国本土业务发展，灵活高效、成长较快的中

等规模外资法人银行，成为中银集团独特子品牌和重要业务平台，以良好业绩、优良形象向中国银行百年华诞献礼，

续写南商在内地发展的新历程。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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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 剔除资本金汇兑损失的净利润达到2.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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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末，本行总资产达到近674亿元，贷款余额307亿元，存款总额达43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

46%），贷存比从2010年的113%下降至70%，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资产结构改善明显，资本充

足比率和流动比率分别维持在16%和50%的健康水平。

2011年本行的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8亿元，较去年增加了29%，净利润达到1.54亿元2，不

良贷款比率为0.28%。

在2011年大公国际对本行的主体信用评级报告中，给予南商（中国）AAA的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南商理财

南商（中国）凭借集团丰富的国际经验、雄厚的财务实力，汇

集中西智慧，为境内外人士提供多元化的个人金融服务：

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

业绩表现

业务亮点

54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响应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号召，同时配合本行自身的业务转型，2011年本行成立了中小企业务部门，在

成立的四个月内，积极完善部门架构，筹备中小企业务发展模式，加快业务的开拓，客户数稳步上升。

产品创新

除了持续推出“益安”、“灵活期限”、“汇益达”等特色理财产品外，2011年5月本行推出了首款与黄金

挂钩的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金益达，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根据理财客户的需求，组织客户进行投资理财、亲子教育、健康

养生、收藏等讲座或沙龙。冠名举办了“南洋商业银行杯”高尔

夫全国巡回赛，以财富

人生全局观的“恩泽、

稳雅、持恒、帷幄、融

通”为线索，分别在青

岛、成都、深圳、北

京、上海举行挥杆。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专享尊贵优越服务

专业贴心财富管理

便捷跨境银行服务 

 

 

备注：2.剔除资本金汇兑损失的净利润达到2.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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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网点

稳步推进网点建设，加快支行网点的布局。2011 年，本行新增北京中关村支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网点数

量增加至 12 家分行 11 家支行，共 23 家营业网点。上海黄浦支行、佛山支行已完成筹建并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2012 年 2 月 27 日开业；东莞支行、成都创业路支行已申请开业；广州、青岛等若干同城支行正在积极筹建。

扎根内地，总行及上海分行喜迁新址。2011 年，南商（中国）总行及上海分行搬迁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00 号的“南洋商业银行大厦”。进驻新行址传递了本行扎根内地、寻求更大发展机会的信心和决心，作为躬耕内

地、谋策未来的指挥中心，新行址将进一步提升本行的品牌形象，为打造一流的外资法人银行奠定基础。

电子渠道

提升电子渠道服务能力，网银重整初见成效。本行新版企业网银、个人网银相继于 2011 年内顺利投产，丰富的交

易功能、友好的用户界面，有效弥补了物理网点的不足，为分支行跨区域拓展业务提供支持。

2011 年 9 月 19 日，本行与中国银行共同推出渠道共享项目（一期），实现本行借记卡在中国银行 1万多家网点柜

台、近 3万多台 ATM机上进行存取款、更改密码以及查询余额的服务，通过该项目本行建立起了有别于其他外资

同业的独特渠道优势，也为将来渠道共享业务的进一步深入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控制操作风险的角度出发，以放款、资金收付、清算、电讯和押汇为五大模块，本行已基本实行了关键性业

务的集中操作，初步实现前后台分离及后台规模化业务处理模式。不断通过系统优化和整合，既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流程的规范和统一，又以自动化处理形式取代了原先的手工操作和纸质档案，达到减少人工干预，加强

操作风险管控的目的。

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

渠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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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经营

以全员性的卓越服务发展为宗旨，通过培训、检查、组织开展系列卓越服务提升活动等方式，以进一步倡导本

行“热情礼貌、准确效率、团结协作”的服务理念，逐步建立良好的银行服务口碑。

举办“柜台人员卓越服务规范要求”培训，就柜员服务心态、柜面服务技巧、柜面沟通与营销、柜台业务操作

基础知识和风险防控要点、客户投诉应对技巧等方面内容对一线柜员进行了讲解和培训。

完成两轮“神秘客户暗访”调查活动，以客户的角度去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为本行服务、产品及营销等各环节

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改进建议，从而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展开服务改进，优化营销服务。

卓越服务

截至2011年末，本行从业人员总数达到1126人。全年围绕“优化人才管理、发挥人才资源效能”这一中心工

作，不断改进人才的“选、用、育、留”，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

在培训方面，一是找准培训工作与业务发展的结合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二是探索、研究适合本行特点的、

新型的培训组织方式，提高培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三是完善培训效果评价机制，提高培训效果。 

人力资源管理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Annual Report 2011年度报告



2011年南洋商业银行作为本行的唯一股东，切实履行了股东的职责。本行股东批准了本行公司章程修订、资本

金增至等值65亿人民币、董事委任及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治理报告 公司治理报告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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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

目前，本行董事会由9名成员组成，除董事长外，有2名副董事长，4名非执行董事，1名独立董事及1名执行董

事。报告期内，董事会由以下人员构成：

2.董事会职责履行情况

董事会是本行的决策机构，对股东负责并向其汇报。根据本行的章程履行相关职责。

2011年，董事会于3月15日、6月9日、8月17日、12月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4次董事会会议，主要审议批准

了本行201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2011年分支机构的设置规划方案、2011年中期财务报告、五年（2011

年-2015年）业务规划及财务计划、设立中小企业部和银行卡部、调整核销呆帐审批权限、新监管标准实施规

划、2012年财务预算、修订公司章程等事项。

2011年，本行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16次董事会会议，主要审议批准了董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资本管理

政策、信息科技管理2010年度报告等事项。

每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签署，其程序、出席人数及内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董事会

3.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职责履行情况

董事会下设风险委员会、稽核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薪酬管理委员会，负责从不同方面协助董事会

履行职责。各专业委员会均具有清晰界定的职责约章、工作规则。

2011年，各专业委员会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认真履行其职责，定期召开会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为董事会

的有效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具体履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和广北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董事长

  周载群 副董事长

 高迎欣 副董事长

 卓成文 非执行董事

 李久仲 非执行董事

 朱燕来 非执行董事

 方红光 非执行董事

 贡华章 独立董事

 曾小平 执行董事

专业委员会 成员 召开时间 履职情况主要职责

风险委员会 李久仲（主席）

朱燕来

方红光 

贡华章（主席）

卓成文

朱燕来

贡华章（主席）

高迎欣

李久仲

高迎欣（主席）

李久仲

贡华章

稽核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

薪酬管理
委员会

建立风险取向和风险管理战略，确定风险组

合状况；识别、评估、管理不同业务单位面

临的重大风险；审查和评估风险管理程序、

制度及内部控制的充分性，监控本行对其的

遵守情况。

3月11日
6月 7日
8月16日
8月31日
11月30日

3月14日
6月 8日
8月16日
11月30日

3月14日
6月 9日
11月30日

3月14日
12月20日

各专业委员会
的职权范围、
人员构成、会
议频率、出席
人数、表决程
序及向董事会
的报告情况均
符合相关监管
要求。

审查及监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程序、监控

内部控制系统；审查内部稽核职能和人员的

工作表现；审查外部审计师的聘任及其资格

、独立性和工作表现的评估；监控遵循有关

会计准则及法律和监管规定中有关财务信息

披露的要求。

审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管理关联交易，审

批重大关联交易；确认关联方。

建立薪酬战略；审查及评估薪酬管理制度及

政策；审查及监控薪酬管理体系及其运作情况。

备注：3.方红光先生于2011年6月10日被委任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备注：4.方红光先生于2011年6月10日起接替卓成文先生，担任本行风险委员会委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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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职责履行情况

董事们和专业委员会成员们勤勉尽责，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下设专业委员会会议，并参与正式会议以外的董事会

和下设委员会的其他各项工作。各位董事和下设的委员会成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行业经验，发表建设性的

意见，积极与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层交流和沟通。

贡华章先生为本行的独立董事。经董事会批准，贡华章先生还担任稽核委员会主席、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

以及薪酬管理委员会委员。贡华章先生具有丰富的金融、会计从业和管理经验，有利于其对本行相关事务提出

独立、客观及公正的意见。

2011年，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稽核委员会会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薪酬管理委

员会会议，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对本行的经营管理、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等方面发表独立意见和

建议。

公司治理报告 公司治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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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设一名监事，由蓝鸿震先生担任。监事由股东委任，对股东负责，并向股东报告。监事依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列席了本行2011年全部四次董事会会议，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认

真研究、讨论及发表意见。监事对各项议案未提出异议。

监事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对本行依法运作情况实施监督。监事于董事会会议前认真审阅董事会会议文件，

监督董事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及各项议案符合本行的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项议案及决议符合股

东和本行利益及股东决议的执行情况。

监事认真审阅内审部门对总行内设部门及分支机构的稽核报告，严格要求管理层跟进整改，同时对本行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进行监督。 

监事监督工作得到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监督建议和有关提示得到了积极回应，有效地发挥了监

督制衡作用，促进了本行公司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监事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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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高级管理层成员如下：

高级管理层是本行的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高级管理层以行政总裁为代表，副行政总裁/总监等高级管理

人员协助行政总裁工作。行政总裁的主要职责包括主持本行的日常行政、业务、财务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

会决议；拟定本行经营计划和重大投资方案；拟定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拟定本行的重大管理

政策；提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选；拟定本行的薪酬福利和奖惩方案等。2011年，本行高级管理层在《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组织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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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总行内设16个职能部门，2011年新增中小企业务部门。总行对分行的管理采用矩阵式管理模式，通过行

政总裁纵向行政管理及总行职能部门横向职能管理，确保分支行依法合规经营及业务发展开拓，管理架构如

下图所示：

管理架构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曾小平 行政总裁

谢小玲 副行政总裁（企金业务）

赵文铭 副行政总裁（零售业务）

周伟荣 财务总监

韦  劲 副行政总裁（营运管理）

王  军 风险总监

 

 

 
 

 

 

  

 
 

 

 

 

 

  

 

 

5.周伟荣先生于2011年6月20日被委任为本行财务总监
6.王军先生于2011年7月5日被委任为本行风险总监

备注：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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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薪酬及激励机制按「有效激励」及「稳健薪酬管理」的原则，将薪酬与绩效及风险因素紧密挂钩，在鼓

励员工提高绩效的同时，也加强员工的风险意识，实现稳健的薪酬管理。本行的薪酬及激励政策适用于全体员

工。

1.「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人员」

本行对员工薪酬实行分类管理，并特别强调对以下重点岗位人员的薪酬管理： 

（1）「高级管理人员」：为董事会指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银行总体策略或重要业务，包括行政总裁、副

行政总裁、财务总监、风险总监、稽核部主管。「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须经薪酬管理委员会初审、董事会核

定。

（2）「主要人员」：个人业务活动涉及重大风险承担，对风险暴露有重大影响，或个人职责对风险管理有直

接、重大影响，或对盈利有直接影响的人员，包括业务盈利规模较大的单位主管、交易室主管、对风险管理有

直接、重大影响且对银行盈利有直接影响的职能单位第一责任人。「主要人员」的薪酬由薪酬管理委员会核

定。

2.薪酬政策的决策过程

为体现「有效激励」及「稳健薪酬管理」的原则，并确保本行的薪酬政策能促进有效的风险管理，本行层面的

薪酬政策由人力资源部提出建议，并由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及合规等风险监控职能单位提供意见，以平衡员工

激励、稳健薪酬管理及审慎风险管理的需要。薪酬政策建议报本行管理委员会同意后，提交薪酬管理委员会审

议，并报董事会批准。薪酬管理委员会及董事会视实际需要征询董事会其它属下委员会（如风险委员会、稽核

委员会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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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薪酬及激励机制的主要特色

（1）绩效管理机制

为实践「讲求绩效」的企业文化，本行的绩效管理机制对单位层面及个人层面的绩效管理均进行了规范。本

行年度目标在平衡计分卡的框架下，逐级向下分解，从财务、客户、基础建设/重点工作、人员、风险管理

及合规等维度对各单位（包括业务单位、风险监控职能单位及其它单位）的绩效表现作出评核。对于各级员

工，透过分层绩效管理模式，将本行年度目标传导至各个岗位，并以员工完成工作指标、对行方整体绩效的

影响、履行本职工作风险管理责任及合规守纪等情况作为评定个人绩效的主要依据，既量度工作成果，亦注

重工作过程中所涉及风险的评估及管理，并辅以价值观的评核，促进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

（2）薪酬的风险调节机制

为落实绩效及薪酬与风险挂钩的原则，本行根据《集团浮薪资源总额的风险调节方法》，把银行涉及的主要

风险调节因素结合到本行的绩效考核机制中，而本行的浮薪总额则按经审定的风险调节后的绩效结果计算，

以确保本行浮薪总额是在充分考虑本行的风险概况及变化情况后决定，从而使薪酬制度贯彻有效的风险管

理。

《集团浮薪资源总额的风险调节方法》包括「风险修正因素」及「考核结果的调整」两部分：

「风险修正因素」对可量化的、与财务绩效表现有重大关系的风险因素进行评分，包括银行信贷风险、市场

风险、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风险修正因素」的评分以定量指标为主，从事前和事后的角度，综合

使用绝对性指标和相对性指标对可量化风险的影响进行评估。

「考核结果的调整」对非量化的风险因素进行评分，旨在当发生影响本行整体业绩的重大风险事件时，对本

行整体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调整，风险因素包括操作风险、法律及合规风险，以及信誉风险。「考核结果的调

整」以定性指标为度量手段，就非量化的风险因素对本行绩效的影响程度作事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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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薪酬策略

员工的薪酬由「固定薪酬」、「浮动薪酬」及「福利」三部分组成。固薪和浮薪的比重在达到适度平衡的前提

下，因应员工职等、角色、责任及职能而厘定。一般而言，员工职等愈高及责任愈大，浮薪占总薪酬的比例愈

大，以体现本行鼓励员工履行审慎的风险管理及落实长期财务的稳定性理念。

本行坚持市场化的薪酬分配导向，注重发挥薪酬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以岗定薪，按绩取酬，在绩效管理的基

础上，根据岗位的相对价值、任职者的胜任能力和绩效表现支付薪酬。每年本行将结合薪酬策略、市场薪酬趋

势、员工薪金水平等因素，根据本行的支付能力及银行、单位和员工三个层面的绩效表现，定期重检员工的固

薪。量度绩效表现的因素，包括量化和非量化，也包括财务及非财务指标。

按中银香港集团浮薪资源总额管理机制的相关规定，中银香港董事会主要根据本行的财务绩效表现、与中银香

港集团长期发展相关的非财务战略性指标的完成情况，结合风险因素等作充分考虑后，审批本行浮薪资源总

额。除按机制规定的有关公式计算外，中银香港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行的浮薪资源总额作酌情调整。在

中银香港集团业绩表现较弱时(如未达至集团业绩的门槛条件)，原则上不发当年浮薪，惟中银香港董事会仍有

权视实际情况作酌情处理。

在单位及员工层面，浮薪分配与单位及个人绩效紧密挂钩，有关绩效的量度须包含风险调节因素。风险控制职

能单位人员的绩效及薪酬评定基于其核心职能目标的完成情况，独立于所监控的业务范围；对于前线单位的风

险控制人员，则透过矩阵式的汇报及考核机制确保其绩效薪酬的合适性。在本行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内，单位

的绩效愈好及员工的表现愈优秀，员工获得的浮薪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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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浮薪发放与风险期挂钩

为体现薪酬与风险挂钩的原则，使相关风险及其影响可在实际发放薪酬之前有足够时间予以充分确定，本行

建立了浮薪递延机制，员工的浮薪在达到递延门槛条件下，对部分浮薪实施递延发放。就递延发放的安排，

本行采取递进的模式，员工工作涉及风险期越长、职等越高或浮薪水平越高的岗位，递延浮薪的比例越大。

递延的年期为3年，递延浮薪的归属与本行未来价值创造相挂钩。

若本行的绩效表现需作重大修正、员工被证实犯欺诈、渎职或严重违规违纪，员工未归属的递延浮薪将部份

或全数取消。如员工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本行有权将已发放的浮薪全数或部分追回，并止付所有未

支付部分。

本行禁止员工就递延浮薪作任何对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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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认为风险始终是存在的，但可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进行防范或缓释。本行的风险管理目标，是确保将

风险控制在本行可承受的限度内，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本行已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识别、衡量、监督和控制本行所承受的上述各类风险，并适当的情况

下调配资本以抵御该等风险。本行深信良好的风险管理是银行各项业务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日常

经营中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并强调风险控制与业务增长之间务必要取得平衡。本行以主动和审慎的态度管理风

险，从制度、管理方法、组织架构等各方面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并确保本行具备足够合格的人力资源、系

统技术等支持风险管理。同时本行通过不断改善风险管理技术手段，以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董事会是本行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并对风险管理负有最终责任。董事会负责确定本行总体风险管理策

略，并确保本行具备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落实有关策略。董事会下设风险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稽

核委员会和薪酬管理委员会，以协助董事会履行有关管理职责。

本行高级管理层及其下属的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采购委员会、反洗钱委员会和信息科技管理委

员会，负责日常的业务运作、风险管理及内控工作。

本行提倡“风险管理人人有责”的管理文化，明确每一个业务单位和风险管理部门都有其相应的风险管理责

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内部审计部门（稽核部）负责进行独立审计工作，评估及向董事会报告本行的资产

质量与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内部控制的完备性与执行情况。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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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风险管理

信贷风险指因客户或交易对手未能或不愿意履行合约责任的风险。本行的信贷风险主要来自于借贷和贸易融

资业务。本行信贷风险管理工作由风险总监领导的风险管理部牵头负责。风险管理部负责制定本行信贷风险

管理办法，对业务前线提出的授信申请进行独立审核与客观评估，并负责对全行授信业务风险状况及资产质

量进行整体监控，负责对前线业务贷后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与评价。

本行前线业务单位（包括分支机构），须对每笔授信申请进行详尽的风险评估与分析，并具体负责贷后管理

工作，同时须按既定的权限及程序进行业务活动。

1.信贷批核程序

本行授信业务分为如下审核审批模式：

（1）授信发起单位有权审批人审批模式：根据本行授信审批相关管理办法，对一些风险较低或较分散或金

额较小的授信业务（如十足存款质押贷款等），授信发起单位有权审批人员按程序批准，贷后需由独立的风

险管理单位人员检/抽查。

（2）授信审核审批模式：除符合条件的低风险授信业务及部分中小企业的授信业务外，本行对一般授信采

用审核审批模式。授信申请经授信发起单位人员审批后须送风险管理人员进行授信审核。审核人员不否决的

前提下，授信批准人的批准权正式生效并可予以发放贷款；若审核人员否决有关申请，批准权则不能生效。

重大授信应由信贷评审委员会进行独立的风险评审，信贷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论将作为风险总监授信审核、

总裁／副总裁授信批准决策的重要依据。

主要业务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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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贷风险评估

本行对每一借款人的公司治理架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还款能力、履约记录、所处行业地位及风险等方面

进行全面的尽职审查，并就每笔交易的用途、期限、担保方式进行审慎评估，客观分析与评价信贷风险，并经

过有权审批人／审核人核定后方可做出授信决策。

为引导授信业务健康发展，本行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国家行业/产业政策、监管规定，并结合本行的实际情

况，动态调整、细化相关授信指引。该指引将指导各分行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拓展授信业务，进一步改善和优

化授信结构。此外，本行将对授信客户的内部评级结果逐步运用在授信准入、审批权限确定、授信评审、风险

定价、风险监控与报告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了本行授信风险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本行根据中国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有关监管要求，制定了《授信资产风险评级管理办法》及操作指

引，并按该办法的规定，认真做好对授信客户风险的排查，审慎动态地对授信资产进行风险评级，夯实信贷资

产质量，并审慎计提贷款拨备，提高贷款拨备的充足性。本行信贷资产风险评级政策将贷款分为八类，分类的

依据主要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本金、利息的可回收性。

 

3.风险限额管理及缓释措施

为防范授信组合的集中性风险，本行实施风险限额管理策略。目前风险限额管理包括大额授信风险、行业风

险、金融机构单一交易对手风险、关联交易风险等集中度限额指标。

本行定期(每年)或不定期根据授信组合整体质量、宏观经济及政策状况等，检讨上述限额的范围及具体内容，

并视情况调整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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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贷风险监察

本行对客户的信贷监察分为现场监察和非现场监察。现场监察指前线业务单位通过走访客户，及时掌握客户

经营、财务、资产质素及其变化趋势，了解担保人及抵押品的变化情况，并对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授信户采取

适当的风险防范措施。非现场监察指前线业务单位利用公开信息（如报章、网络、政府机构公布的信息、人

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等）以及本行内部信息系统或监控单位的风险提示等手段监察客户的风险征兆，有

针对性地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本行贷后监控报告机制包含日常报告及授信出现异常变化时的专项报告两个层面，报告路线主要包括前线业

务单位报告风险管理部，以及风险管理部报告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定期（至少每季）将全行资产质量、

关键风险指标及授信异常变化等情况报告董事会风险委员会。

除了日常的信用风险管理环节外，2011年根据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情况、有关监管最新规定，我行对《南商

（中国）授信指引》进行了及时重检及修订，从客户、行业、定价、产品、担保等多维度指导我行授信业务

发展，在准入层面就使客户的选择与国家政策导向和我行的策略目标紧密配合。

为了提高授信业务全流程管理的质效，结合贷前、贷中、贷后实际业务情况，我行还拟定了《南商中国授信

业务全流程管理方案》，理顺了业务流程，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通过各类风险管理措施，我行不良贷款总额为8,626万元，比上年末减少196万元，不良贷款率为0.28%。减

值准备余额3.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0.64亿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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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分布情况
 

 
    

 12,367,005,768   15,620,991,005  

 11,090,327,860   9,299,967,350  
 4,806,688,578   7,189,934,416  

 541,543,717   823,521,090  
 1,889,355,566   1,007,253,376  

 30,694,921,489   33,941,667,237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贷款评级分布情况

  
    

 30,057,624,089   

  
    
  
    

 30,694,921,489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客户地区分布情况

       
11,371,399,283   37%   12,578,048,988   37%  
10,536,824,719   34%   13,232,583,270   39%  

3,724,878,242   12%   3,565,407,073   10%  
3,530,689,573   12%   2,940,470,804   9%  
1,531,129,672   5%   1,625,157,102   5%  

30,694,921,489   100%   33,941,667,237   100%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行业分布情况

  
    
        

 9,405,105,763   31%   13,152,413,321   39%  
 4,409,581,333   14%   3,849,911,336   11%  

 4,038,460,404   13%   4,586,730,146   14%  
  2,391,083,396   8%   3,060,872,655   9%  

,   1,651,900,476   5%   1,437,341,359   4%  
  772,453,310   3%   1,056,288,988   3%  

  477,122,992   2%   575,913,839   2%  
  380,381,450   1%   380,284,714   1%  

  15,581,428   0%   47,038,504   0%  
 1,047,147,348   3%   1,211,719,22 4   4%  

        
 24,588,817,900   80%   29,358,514,086   87%  

        

 541,543,717   2%   823,521,090   2%  

 1,889,355,566   6%   1,007,253,376   3%  

 3,675,204,306   12%   2,752,378,685   8%  
        

 30,694,921,489   100%   33,941,667,237   100%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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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根据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批准的限额对市场风险实施限额管理，包括头盘限额、风险值限额、压力测试限

额、风险因素敏感度。整体风险限额参照不同的风险产品细分为不同限额。

1.交易账市场风险管理

本行交易账市场风险主要有汇率风险及利率风险。

本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涵盖交易性汇率风险管理和非交易性汇率风险管理。交易性汇率管理主要来自于代客外汇

买卖持仓或自营业务所产生之风险。与此相应，其他汇率风险归入非交易性汇率风险，主要包括外币盈利或亏

损、外币资本金损益。本行根据董事会批准的风险偏好，设定交易账汇率风险年损失限额、风险值限额、压力

测试限额，并根据监管要求、业务发展策略以及历史数据，设置交易账外汇风险敞口限额。上述限额由董事会

风险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本行交易账利率风险主要来自于外汇远期交易及外汇掉期业务。本行对利率风险设定年损失限额、风险值限

额、压力测试限额，利率风险敞口限额。上述限额由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2.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

本行利率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三个层次：董事会以及辖下的风险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审批由资产负债管理委

员会制订的利率风险管理政策和限额；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主责利率风险管理监督；财务部根据

既定政策对利率风险进行管理，密切监察有关风险，并定期向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汇报。

本行主要通过利率敏感缺口分析来管理银行账户所承受的利率风险。利率敏感缺口分析用于衡量在一定期限内

将到期或需重新定价的生息资产或付息负债的差额，本行也利用利率敏感缺口分析计算盈利及经济价值对利率

变动的利率风险敏感度指标，并在董事会辖下风险委员会审批的指标限额内进行日常监控。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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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通过衡量利率变动对净利息收入的影响进行敏感度分析。该分析未将客户行为、基准风险的变化考虑在

内。在假定各币种的收益率平移100个基点的情况下，本行计算本年净利息收入的变动并监控净利息收入对

年度预算的比例。

利息收入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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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64,601,389   
             

71,030,864  

100  
           
(64,601,389)  

           
(71,030,864)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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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风险指本行可能要承受不欲接受的损失，否则便无法提供资金以应付资产增加或履行到期义务的风险。

本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三个层次：董事会以及辖下的风险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就符合监管机构的

要求负责。本行高级管理层及辖下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关于风险管控的措施及执行机制，并监督

其合规性。日常之流动性管理由财务部主责，并由其他职能部门协助，负责监控流动资金风险及定期提供报告予

管理层及监管机构。

本行已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办法及实施细则，建立完善流动资金风险机制，目的是令本行即使在恶劣市

况下，仍能按时应付所有到期债务，以及为其资产增长和策略机会提供所需资金，避免在紧急情况下被迫出售资

产套现。本行透过维持高流动性资产组合及建立适度分散的负债组合从而达到以上目的。

风险管理程序包括：

� 在正常及压力情景下估算现金流，利用资产负债错配净缺口评估资金需求；

� 维持限定错配缺口以控制累计净错配情况；

� 维持充足的流动比率以符合内部及外部监管机构之要求；

� 维持稳健和充足之资金来源并维持稳定及多元化的核心存款；

� 监控存款组合之结构及稳定性；

� 评估与同业货币市场拆入能力；

� 建立适当应变计划，包括设定及持续监察预警指标，设定汇报机制和应变措施。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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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涉及因操作流程不完善、人为过失、电脑系统故障或外部突发事件等因素造成损失的风险。根据巴塞

尔新资本协议，操作风险可以分为人员、系统、流程和外部事件所引发的风险，操作风险涉及本行的各个业务领

域和部门。

本行制定并定期重检操作风险管理政策与相关制度，明确操作风险管理架构及范畴，确立操作风险“三道防线”

管理模式，规范操作风险识别、评估、报告、监督、缓释等管理要求。本行在总行设有专门的操作风险管理团队，

统筹制定本行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构建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和报告操作风险管理状况；各分行设有专职的合规

人员，专司合规及操作风险管理工作；总行各部门设有兼职合规员，协助履行操作风险管理职责。

本行通过建立关键风险点自我评估机制，指导各业务单位识别、评估和控制产品、流程及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潜

在风险，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监督及持续检查。同时，本行亦应用重点风险指标、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等操

作风险管理工具来加强对操作风险状况的监控，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相关操作风险事项及管理状况定期向本

行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报告。

本行制定有《紧急事故应变规划、政策、标准及程序》、《紧急事故应变方案》等保证业务连续性运作的政策与程

序，为验证紧急应变方案的有效性，本行各业务单位制定紧急应变计划并定期进行演练。同时，本行还通过购买

银行家综合保险缓释操作风险可能引致的损失。

本行积极借鉴同业最佳经验和集团成熟做法，遵循内地监管要求，不断提高操作风险管理水平。

操作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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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法律风险的主要来源为：法律环境变化、诉讼仲裁活动、外聘律师与其他外部法律事务人员的失职行为等

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制度不健全、法律文件不完善、推出新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风险等内部因素。针对前述法

律风险来源，本行制定了《法律风险管理政策》、《合同管理办法》及《律师事务所任用管理办法》以规范前述

风险的管理。本行定期和不定期检讨内部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和各类法律文书，加强诉讼仲裁管理与外聘律师

管理，完善新产品或服务投产前的尽职调查程序，加强对员工的法律培训，以有效识别、评估、防范法律风险，

保障本行依法经营。

合规风险是指本行因没有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

本行制定了《合规风险管理政策》及相应的合规风险管理制度，明确合规风险管理目标和各层级合规经营管理

职责。本行通过设立专门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及专职合规风险管理岗位，确保合规风险管理条线的独立性；通

过加强合规培训，培育健康向上的合规文化；通过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和流程改造，确保内部制度与外部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的一致性；通过实施合规检查、加强合规问责，建立诚信举报制度，有效识别、评估和防范合规风险。    

本行遵循监管机构要求，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管控。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持续有效地履行关联交易

管控职责，审议本行关联交易管理的重大事项。本行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规范关联人士

名单管理，明确关联交易申报、审批、统计及披露等管控要求。

本行遵循监管机构及中银香港集团发布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要求，积极落实反洗钱工作。制订了《反

洗钱工作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明确各层级反洗钱工作职责。逐步改进和优化反洗钱电脑系统，提高大额及

可疑交易数据的筛选及报送。积极落实反洗钱宣传、培训和检查工作，提升反洗钱工作技能。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法律及合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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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资本管理，确保具备足够的能力达到资本管理目标，本行制定了资本管理政策以及资本充足比率监控

区间。在确保符合监管规定、保持资本充足的前提下，结合本行的风险取向及资本回报率要求，合理运用资本，

优化资本结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本行定期监察资本充足比率的变化情况，并根据银行发展策略及市场对银行各项业务及产品的供求情况，预

测资本充足率未来的变化趋势。信贷风险方面，我行采用权重法计量资本占用情况，定期监察表内及表外不

同风险权重的信贷风险资产变化，了解资产质量及呆坏帐提存变化情况。市场风险方面，我行采用标准法计

量市场风险资本占用，定期监察及分析各项产生市场风险的敞口及其相应的资本消耗的变化原因，并预计将

来的变化趋势对资本充足比率的影响。

截止 2011 年 12 月末，本行资本充足情况如下：

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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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治理

按照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本行于 2009 年成立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协助管

理层和董事会监督各项信息科技建设及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职责的落实。高级管理层中由副行政总裁（营运管理）

承担首席信息官职责，包括确保信息科技战略，尤其是信息系统开发战略符合本行的总体业务发展战略和信息

科技风险管理战略。

电脑系统 

2011 年是本行信息科技三年规划的第二年，围绕本行业务发展策略，电脑系统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着

借记卡 /ATM、新版企业 / 个人网银、与中行渠道共享、授信审批流程（企 / 个金）等系统的逐步投产上线，

本行电脑系统已基本完成建构，基本满足本行客户服务、内部管控及监管合规的业务发展需要，信息科技三年

规划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同时，随着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架构及人员的进一步落实完善，按照中国银监会《商业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要求，顺利完成了深圳大运会等盛会期间的科技保障工作，全年未发生重大信息

安全或系统突发事故。 

风险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

电脑及管理信息系统

3130

本行一贯将慈善事业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事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 热心投身社会公益活动，致力于将回馈社

会的理念落到实处，提高员工凝聚力，从而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关爱社会  专注教育

培育未来的社会栋梁是本行回馈社会、贯彻构建和谐社会方针的一种途径，本行专心专注于儿童的教育支持，

以多元化的形式培育社会栋梁，致力促进财富创造与爱心传递的融合。

推出“爱心存单”业务，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书库”项目帮助灾区及贫困山区的儿童建立书库，

增加他们的知识。

举办“点亮童心 爱心捐书”主题活动，号召学生捐赠图书，并为捐赠书籍包裹网友设计的爱心书衣。

派员前往与母行南洋商业银行共同出资捐建的云南羊坪南洋商业银行学校慰问师生，为学校捐赠实用物资。

同时捐助辽宁省孤儿学校。

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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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我们以人为本，珍惜每个人；我们共同协作，迈向成功。本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员

工关爱工作，营造“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落实“新员工关怀大使”工作，提高凝聚力；通过员

工访谈、投入度调查、举办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员工的想法和意见，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员

工满意度；公正、客观评价员工业绩表现，增强员工的成就感；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春游活动，增强员工之间

的沟通；安排员工体检，举办健康养生讲座，舒缓工作压力；开展全行乒乓球比赛及其它运动健身活动、陶艺

DIY体验活动，为员工提供羽毛球、篮球活动场馆，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 重大事项

团结协作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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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1日，北京中关村支行对外营业

� 2011年9月19日，本行与中国银行共同推出渠道共享服务

� 2011年12月22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对外营业

� 新版企业网银、个人网银投产

� 设立中小企业务，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务

� 本行总行及上海分行搬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00号，冠名“南洋商业银行大厦”

� 大公国际对本行的主体信用评级报告中，给予南商（中国）AAA的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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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3534

利润表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8,313,188,832  4,662,650,605  
 20,007,389,063  6,237,225,327  

 1,563,823,400  1,439,672,184  

 35,957,942  29,539,766  

 2,803,380,000  1,389,570,000  

 525,561,624  205,077,958  

,  30,374,479,966  33,685,448,337  

 2,545,753,750  1,190,986,242  

 783,463,149  -  

 16,027,958  14,815,659  

 149,758,916  82,124,213  

 77,992,521  47,436,975  

 94,409,959  76,353,920  

 76,156,446  74,066,559  

   

 67,367,343,526   49,134,967,745  

   

   

   

 7,598,449,773  2,313,716,922  

 9,090,051,096  11,161,871,855  

 28,577,537  24,591,055  

 500,000,000  -  

 43,781,415,869  29,916,186,582  

 74,865,292  54,989,937  

 83,628,287  72,451,843  

 611,996,610  298,038,632  

 376,471,386  237,995,120  

62,145,455,850  44,079,841,946  

   

   

   

 4,100,000,000  4,100,000,000  

 6,404,447  (6,630,599)  

 38,436,795  23,064,112  

 (111,455,877)  (111,455,877)  

 526,776,824  416,185,647  

 661,725,487  633,962,516  

          5,221,887,676  5,055,125,799  

 

 
   

 2,308,182,601  1,337,503,747  

 (1,417,940,556)  (618,525,557)  

 890,242,045  718,978,190  

   

 115,834,268  80,810,403  

 (5,535,169)  (4,878,172)  

 110,299,099  75,932,231  

   

 52,304,196  10,782,404  

 2,431,693 4,948,996  

 (75,729,313)  (52,155,506)  

 3,881,561  6,209,946  

   

 983,429,281  764,696,261  

   

 (100,186,898)  (64,755,590)  

 (608,264,881)  

 (72,783,701)   

   

 (781,235,480)   

   

 202,193,801  211,115,755  

   

 6,758,625  13,670,372  

 (11,376,878)  (1,283,356)  

   

 197,575,548  223,502,771  

 (43,848,717)  (62,727,994)  

   

153,726,831  160,774,777  

   

 13,035,046  (6,631,792)  

   

 166,761,877  154,142,985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2011 年 度

人民币元

2010 年 度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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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分支行一览及联系方式

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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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行一览及联系方式

从香港到内地  服务一脉相承

2011 年 度

人民币元

 
 

  

  

 18,944,352,959 

 - 

1,379,842,398 

 80,810,403 

35,388,982 

 20,440,394,742 

  

-  (8,708,912,170) 

(6,657,386,290) 

(618,525,557) 
(4,878,172) 

(243,739,900) 

 (89 ,248,946) 

 (160,315,192) 

 (16,483,006,227) 

  

3,343,722,390  3,957,388,515  

  

  

  

25,340,553  11,338,921 

 722,239,643 

30,213,220  14,483,895 

 748,062,459 

  

(133,058,073)  (19,272,964) 

(4,450,844,034)  (3,113,870,674) 

(4,583,902,107)  (3,133,143,638)  

  

 (2,385,081,179)  

  

  

  

-  - 

-  - 

  

 

2011 年 度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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