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本构成信息披露 

以下监管资本项目与资产负债表对应关系附表依据《中国银监会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档的通知》(银监发[2013]33 号)

中《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进行披露。 

 

附表一：资本构成披露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一级资本： 数额 

1 实收资本 6,514 

2 留存收益  

2a 盈余公积 2,676 

2b 一般风险准备 6,513 

2c 未分配利润 12,387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3a 资本公积 4,544 

3b 其他 (82)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595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34,147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535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
资本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
除金额 

106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
除金额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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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资本： 数额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2,94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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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核心一
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不适用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
金额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535 

29 核心一级资本 33,613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7,826 

31 其中：权益部分 7,826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0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8,016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
资本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除
部分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44 其他一级资本 8,016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41,629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5,00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408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2,957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8,365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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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资本： 数额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8,365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49,994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420,141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00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9.91 

63 资本充足率 11.90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71 资本充足率 8.0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106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不适用 -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2,948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4,846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8,106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2,957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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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银行公布的合并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1,834 33,763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2,915 4,017 

拆出资金 1,873 1,868 

衍生金融资产 30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670 7,669 

应收利息 - 3,895 

发放贷款及垫款 209,294 249,051 

应收融资租赁款 17,569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投资 

61,021 60,5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投资 

25,480 25,167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167,034 168,900 

长期股权投资 375 106 

固定资产 2,559 2,228 

无形资产 868 1,0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42 2,948 

其他资产 2,009 (9,352) 

资产总计 533,873 551,904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6,409 16,408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0,302 15,983 

拆入资金 17,320 17,168 

衍生金融负债 66 3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9,625 19,413 

吸收存款 319,548 337,649 

应付职工薪酬 548 589 

应交税费 997 698 

应付利息 - 3,205 

预计负债 316 316 

应付债券 94,583 9,996 

其他负债 2,529 87,126 

负债总计 492,243 508,587 

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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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银行公布的合并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 

资产负债表 

实收资本 6,514 6,514 

其他权益工具 7,826 7,826 

资本公积 4,570 4,544 

其他综合收益 (89) (82) 

盈余公积 2,676 2,676 

一般风险准备 6,620 6,513 

未分配利润 12,159 12,38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少数股东权益 1,354 2,9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630 43,317 

 

 

 

表三：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

负债表 
代码 

商誉 - a 

无形资产 1,091 b 

递延税负债 - c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 d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相关
的递延税负债 

- e 

实收资本 6,514 f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6,514 g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h 

资本公积 4,544 i 

一般风险准备 6,513 j 

盈余公积 2,676 k 

未分配利润 12,387 l 

应付债券 9,996 m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的发行债务 5,0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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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附表三披露的所有项目与附表一资本构成披露表中项目的对应关系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6,514 f 

2c 未分配利润 12,387 l 

3a 资本公积 4,544 i 

2b 一般风险准备 6,513 j 

2a 盈余公积 2,676 k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a-d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外)(扣除递延
税负债) 

535 o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5,000 n 

 

 

 

 

 

 

 

 

 

 

 

 

附表五：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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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机构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2 标识码 6196 002936 4613 1620066 1720014 

3 适用法律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过渡期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5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过渡期结束后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普通股 普通股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二级资本工具 二级资本工具 

8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单位:百万) 人民币 4,472 人民币 2,709 折人民币 7,826 人民币 3,000 人民币 2,000 

9 工具面值(单位:百万) 人民币 1,518 人民币 6,000 美元 1,191 人民币 3,000 人民币 2,000 

10 会计处理 股本及资本公积 股本及资本公积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11 初始发行日 2015 年 12 月 23 日 2019 年 9 月 13 日 2017 年 10 月 18 日 2016 年 12 月 19 日 2017 年 3 月 30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续） 永续 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无到期日 2026/12/21 2027/3/31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批）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时间赎回日
期）及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后，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 并 符 合 相 关 要
求，本行有权赎回
全部或部份本次境
外优先股 

2021/12/21, 

3,000 

2022/3/3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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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机构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果有）分
红或派息 

无 无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后，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并符合相关要
求，本行有权赎回
全部或部份本次境
外优先股 

无 无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分红 浮动 浮动 

股息率包括基准利
率和固定溢价两个
部份，采取分阶段
调整，在一个股息
率调整期内以约定
的相同股息率支付
股息，随后每隔一
定时期重置一次 

固定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 否 否 
首个股息率调整周
期的股息率为 5.50% 

0.041 0.048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否 否 是 否 否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息 是 是 是 否 否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否 否 否 

22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23 是否可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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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机构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24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
触发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当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发生
时，即本行的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降
至 5.125%（或以
下）时，以及当二
级资本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部转股
还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发生时可
全部或部分转股。
二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全部转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价格
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审议通过优先股
发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本行 H 股
交易均价为初始强
制转股价格。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否为强
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
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本 不适用 不适用 

29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
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郑州银行 不适用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否 否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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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机构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中国银保监会
认定若不进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
支持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 

（1）中国银保监会认
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2）相
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
共部门注资或提供同等
效力的支持发行人将无
法生存。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部分减记该
是全部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33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永久减记还
是暂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4 
其中：若暂时减记，则说明账面价
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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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机构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 

35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更
高级的工具类型） 

受偿顺序在本行存
款人、一般债权人
及二级资本工具和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持有人之后 

受偿顺序在本行存
款人、一般债权人
及二级资本工具和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持有人之后 

受偿顺序在本行存
款人、一般债权人
及二级资本工具持
有人持有人之后，
与具有同等清偿顺
序的资本工具同顺

位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之后，与
已发行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
二级资本工具处于同
一清偿顺序，与未来
可能发行的与本期债
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
他二级资本工具同顺

位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一
般债权人之后，与已发
行的与本期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
工具处于同一清偿顺
序，与未来可能发行的
与本期债券偿还顺序相
同的其他二级资本工具

同顺位受偿 

36 是否含有暂时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以上附表一至附表五按照《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口径计算及披露，为未经审计数据，与财务报表披露

的口径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