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晚间，宁波银

行正式对外发布2019年度

报告和2020年一季报。公

司 2019 年 末 资产总额

13177.17亿元，全年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14亿元；公司2020年

一季末资产总额14389.48

亿元，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2

亿元，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

在0.78%。公司拟向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

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

2020 年以来，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外部

形势变化，公司在董事会的

领导下，紧跟国家宏观政策

导向，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为根本宗旨，立足当前，不

断夯实发展基础，着眼长

远，继续积累比较优势，推

动整体经营业绩保持了持

续、稳健的增长，可持续发

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公司在践行“轻管理”理念的基础
上，进一步围绕战略转型赋能管理新生
态。通过拥抱金融科技，不断探索完善
符合自身战略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的
管理体系、机制与措施，最大限度挖潜
增效，推动管理效益持续转化为实际业
绩，资本充足、资本回报保持行业领先水
平。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资本充足率
为 15.57%，比年初提高 0.71 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30%，比年初提
高0.08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为 9.62%，比年初提高 0.46 个百分点。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公司资本充足率
为 15.20%；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1.16%和 9.60%；

年 化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18.12%。

2020年，公司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适应经营环境变化，夯实业务基础，强化
风险管理，积累比较优势，推动银行与实
体经济共享共进，为将公司建设成为一
家具有良好口碑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
业银行而努力奋斗。

管理效益同频共振，价值成长与日俱进

面对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公司始终
把管牢风险作为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和
生命线，坚守审慎经营理念，确保风险管理
能够经受住市场考验。2019 年年末及
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不良贷款率保持稳
定，均为0.78%，已连续10年低于1%，资
产质量比较优势明显。

在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的同时，公司
拨备覆盖率、拨贷比等各项风险管理指标
则持续向好。截至2019年末，公司拨贷比

4.10%，拨备覆盖率524.08%。截至2020
年3月末，公司拨贷比4.10%，拨备覆盖率
524.07%。

值得一提的是，年报显示，截至2019
年末，公司不良贷款余额41.41亿元，90天
以上逾期贷款余额38.17亿元，不良贷款
和90天以上逾期贷款不存在剪刀差。良好
的资产质量和坚实的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
轻装上阵服务实体经济、专注主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不良贷款率稳定在0.78% 风险控制深入基因

2019年，公司在历年“轻型银行”战略
转型的基础上，借助金融科技精准赋能，致
力于为客户搭建多元化的服务生态。各利
润中心在不断探索完善自身商业模式的同
时，持续强化联动协同经营能力，统筹发挥

“1+1>2”的比较优势，推动公司盈利增长
动能进一步增强。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81亿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14亿元，继续保持了良好增速。这得

益于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新兴驱动力量
起步良好，国际业务、投资银行等重点业务
持续发力，公司轻资本业务盈利贡献稳步
增长，盈利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9年，公司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7.84亿元，同比增长34.34%，在营业收入中

占比为22.19%,同比提升2.16个百分点。
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0.02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108.60亿元，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6.26亿元。

子公司方面的协同共进也成为年报的一

大亮点。2019年12月，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正式开业，成为国内首家开业的城商行理
财子公司，为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可持续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2019年度，永赢基金在管
理规模和产品收益方面表现良好，管理规模
达到1574亿元，非货币基金规模1029亿元，
位列全市场第25位，实现净利润2.69亿元，
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永赢租赁经营管理
情况良好，租赁资产余额337亿元，实现净利
润4.48亿元，发展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1+1>2”，战略转型协同共进

公司始终坚持“专注主业，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的要求，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
经营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客户覆盖率
计划，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通过专业经营
为客户创造价值。

2019年报显示，公司经营业绩表现良
好，基础客户获得有效增长。截至2019年

末，公司资产总额13177.17亿元，比年初增
长18.03%；各项存款7715.21亿元，比年初
增长19.30%；各项贷款5291.02亿元，比年

初增长23.31%。企业客户38.17万户，比
年初增长29%，个人客户1384万户，比年
初增长26%。同时，为顺应金融服务的新

变革，公司积极布局数字化经营，线上线下
融合，不断提升数字化获客能力。

稳健前行的态势在2020年一季度继
续延续。截至2020年3月末，公司资产总
额14389.48亿元，比年初增长9.20%；各项
存款9300.02亿元，比年初增长20.54%；各
项贷款5850.74亿元，比年初增长10.58%。

专注主业，专业经营稳健前行

一季度总资产超一季度总资产超11..44万亿元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稳定在不良贷款率稳定在00..7878%%

宁波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宁波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宁波银行无
锡分行迅速响应无锡市政府及监管部门
各项工作部署，积极开展政策宣传，迅速
摸底辖内企业金融需求。主动作为，全
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宁波银行无锡分行业务人员在排摸
中了解到，无锡市某运输公司原计划春
节假期结束即开工，但受疫情影响，企业
2月底方可复工。企业主要从事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驾驶员70%为安徽和河南
人，受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后大部分工人
无法按时到岗，导致货物无法正常运输，
年前确定的订单无法正常进行，但工人
的工资仍需按时支付，因此企业现金流
十分紧张。前期，企业因经营发展需要，
在部分银行进行了融资，但是由于企业
尚未正常经营，失去了还款来源，难以按
时归还贷款。客户在宁波银行无锡分行
办理了税务贷40万元，原到期日为3月
18日。在了解到客户3月18日无法按

时还款，业务人员上门实地走访了企业，
确认企业目前经营周转困难，无锡分行
及时向总行反馈，将该客户贷款延期至
4月30日还款。

江阴市某纸制品公司，主要经营纸
管及其他纸制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
企业复工初期需大量采购纸制原材料，
但受疫情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占用较
多流动资金。加上人员短缺，严重影响
了企业的订单交付进程，货款不能及时
回流，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客
户在该行办理了税务贷30万元，原到期
日为2月27日。在知晓客户2月27日
无法按时还款后，业务人员上门实地走
访了企业，了解到企业目前只有该行贷
款30万元和他行个人经营性贷款50万
元，无其他融资来源，确认企业目前经营
周转困难。因此无锡分行及时向总行反
馈，将该客户贷款延期至4月20日还
款。

延期还本纾困难——助力企业应对难关

疫情当前，宁波银行主动响应政府
号召，推出“抗疫情、送关怀”系列活动，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与企业一起共
克时艰。无锡分行在第一时间行动，聚
焦防疫企业，逐一通过微信、电话等线上
访客方式，排摸企业资金需求，发挥金融
力量，与企业共同战“疫”。

无锡某无纺布生产公司是宁波银
行无锡分行存量授信客户，主要从事
生产无纺布等材料。疫情期间，企业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调整生产计
划，新增口罩生产线，预计3月中旬产
能将达到日产量 300万只，助力缓解
口罩稀缺压力。在宁波银行无锡分

行的紧密跟踪中了解到，企业购置设
备需要资金支持。该行紧急行动，并
在总分支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3个
工作日就完成了额度审批。放款当
日，客户经理了解到企业负责人居住
小区为重点监控区域，无法进行面签合
同，总分支、前中后多方联动，采用视频
面签的方式，1个工作日就为企业顺利
投放1000万元信用贷款，利率不超过基
准。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日不会到来。宁波银行无锡分行将继
续与广大中小微企业心手相连、风雨同
舟，用金融“活水”浇灌实体复苏！

并肩抗疫“金”助手——积极发挥金融力量

为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阶段性的
经营难关，5月6日，无锡市“中小微外
贸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平台”签约
仪式在市民中心举行。市长杜小刚
出席，市财政局局长高圣华、市商务
局局长汪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江苏分公司总经理潘水根、宁波银行
无锡分行行长谭明华参会并现场签
约。

自2017年首次签约外贸小微贷
以来，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累计向出口
型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3.67亿元，受
惠企业多达 237 户，在贷余额达到
7.16亿元。疫情期间，该行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第一时间积极响
应,联合商务局、科技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知识产权局）、工信局发布“助
企业复工、送惊喜好礼”六项专项服
务措施，以实际行动为外贸企业纾困

解难，助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发挥
科技金融优势，针对外贸企业，全面
开放外汇金管家网上渠道，实现外汇
业务全流程在线办理、自助交易，保
障企业正常经营的收付汇和融资需
求。同时，切实减费让利，推出零收
费计划以及各类业务优惠券，免除外
贸企业的汇款手续费等各项结算费
用，切实降低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成
本。

宁波银行无锡分行此次作为唯
一一家现场续约的城商行，是市委市
政府对该行历年来在支持外贸发展
中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该行将进
一步加大政银信三方合作力度，持续
发挥专业优势，为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保驾护航，推动金融支持与企业发展
深度融合，用高质量金融服务为“稳
外贸促增长”贡献金融力量。

保驾护航挺外贸——政银“筑墙”抗风浪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宁波银行无
锡分行快速响应，主动摸排经营区域
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创新金融
服务方式，把初心体现在行动上，把使
命落实在服务上，全力以赴地做好各
项金融服务工作。

为更好地服务客户，宁波银行
无锡分行通过云端推介会、金融直
播间、空中下午茶等方式第一时间
触达客户，全覆盖宣传帮扶举措，企
业足不出户即可知晓当前优惠政
策，确保企业第一时间获得金融支
持。

不久前，宁波银行梁溪支行召开
了面向小微企业的直播推介会。本

次推介会该行高度重视，由该行零售
条线副行长致欢迎辞，并邀请到梁溪
区金融办王琪峰副局长发表讲话。
进入此次直播间的企业代表共计
115人，在直播间该行就疫情期间各
项业务上的优惠政策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包括专项优惠贷款、结算优惠、
到期续贷等多项举措。直播期间业
务人员与各位企业代表实时互动，在
线答疑，气氛热烈，各企业代表对本
次推介会的形式、内容给予了高度评
价。

本次线上推介会的尝试，打破了
时空的限制，让政银企跨越疫情相聚，
实现银行服务“不打烊”。

创新服务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线上推介会

看无锡

发布厅 编辑 朱尊

组版 吴婷 蒋茂忠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09

靠前服务
宁波银行
一直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