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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简称“《资本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行内资本管理

实际情况，对 2019 年末资本充足率及资本管理的情况进行披露，包括风险管理体系、资本充足率计算范

围、各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数量及构成、重要风险暴露和评估的信息、内部资本评估方法、薪酬等。 

1. 风险管理体系 

1) 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 

本行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包含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审部门，在风

险管理体系中的职责分工为：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

责任，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牵头履行全面风险的日常管理，业务部门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

任，而独立的内审部门则承担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履职情况的审计责任。 

2) 信用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目标为有效控管信用风险暴险及损失，在银行核准可承担之风险范围内，创造最佳

风险调整后报酬，与优化股东权益价值。 

政策方面，本行的信用风险制度体系包含风险政策、管理办法/指引和操作细则的制定与实施。其中，

信用风险政策需提交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正式执行；而具体风险政策辖下的管理办法和操

作细则需由行长审核后方可执行。本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系参照监管单位的相关风险管理指引并结合本

行的实际业务情况制定而成，其内容覆盖了风险识别、计量、监测以及控制等各环节，并充分考虑了包括

本行市场地位、交易范围、员工执行能力和技能等因素，达到原则性与适用性的统一。 

流程方面，本行运用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及报告等相关信用风险管理流程，以有效管理信

用风险。本行严格执行既定的信贷操作程序，在贷前进行全面信用审查，通过信用调查和评估交易对手的

财务状况来识别风险，并按审批的权限逐级报批。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本行依据内部的客户评级管理办

法对客户的信用状况作评级，评级结果是决定授信审批层级的重要因素；同时本行已严格按照监管的贷款

五级分类制度进行贷款分类，及时准确地揭露资产品质。此外，本行对信贷业务的贷后管理(包括重大信

用风险事件的报告等)以及冲销呆账准备金均有明文规定。本行授信管理部对上述信贷风险实施密切的监

测并及时呈报管理层。此外本行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信用风险集中度管理体系，有效控管大额风险暴露、同

一行业、同一借款人/集团、同一关联人/关联集团、全部关联方以及利害关系人的集中度风险。 

3) 市场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的市场风险管理目标是规范本行市场风险管理运作，明确可承受总体市场风险水平，促进本行安

全、稳健运行。 

政策方面，本行基于监管与自身管理需求，制定了《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政策》，规

定了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管理内容与报告制度等；并制定了《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

司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金融商品交易偏离市价检核作业流程》、《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交易管理系统模型验证作业流程》等，规范市场风险日常管理的细项，涵盖市场风险压力测试、交

易系统管理、异常交易检测等。 

流程方面，职责分工上，董事会承担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负责核定本行市场风险策略，审

批市场风险政策和程序，核备整体市场风险和交易限额；授权下设风险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监督高

级管理层关于市场风险的控制情况；高级管理层负责制定、定期审查和监督执行本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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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及具体的操作规程，及时了解市场风险水平及其管理状况，并确保本行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组

织结构、管理信息系统和技术水平，来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业务所承担的各类市场风险。

风险管理部负责执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规定的具体操作，并定期向行长、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下设

风险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交市场风险报告。 

日常管理中，本行的前台交易部门为市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负责头寸的经常性管理；本行配有

独立于前台交易部门及后台清算部门的风险管理部门，执行本行的市场风险政策，负责各类市场风险的日

常管控；稽核部门负责审查和评价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风险控管的有效性和独立性。本行组织架构充分体现

了市场风险相关的前、中、后台的明确分工，内控、稽核部门的适当分离，以确保职能独立性。 

4) 操作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操作风险是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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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行通过操作风险管理，控制和评估可能出现的操作风险，达到最大程度减少操作风险事件，降低操作风

险损失的目的。操作风险管理包括操作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控制、缓释及报告等。操作风险管理贯穿

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环节。 

本行建立与本行操作风险的总体目标，银行的经营战略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具体分为公

司治理和职能管理两个层面，公司治理层面由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组成操作风险管理的领导机构。董事会

为全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决策主体。高级管理层为全行操作风险管理决策的执行主体。职能管理层面由分支

机构、条线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操作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上述机构和部门

的职责分工按照《富邦华一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的有关规定设置执行。 

本行所建立的操作风险管理程序，主要包括操作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控制、缓释及报告程序并

通过操作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信息整合和实施。 

5) 其他重要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a) 流动性风险 

本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目标是通过建立适时、合理、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实现对流动性风险

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推动本行的持续、健康运

行。 

政策方面，本行综合经营策略及业务发展等因素，根据《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

依据现阶段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采取集中式流动性风险管理模式；并根据《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流动性

管理办法》规范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流程。根据《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预警及应急计划》，本

行已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体系，包括预警指标或信号的监测与启动、应急处置的组织架构与各部门职责、

应急的处置计划与策略等，确保本行于处理流动性应急时有所遵循。根据《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流动性

风险压力测试》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并提报资产负债委员会评估，确保必要时启动应急计划及

其后续的有效执行等。本行通过制定符合本行自身发展的风险管理策略、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日

常流动性风险管理，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流程方面，职责分工上，董事会承担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最终职责，其授权下设之风险及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流动性风险的具体管理工作，授权其下设的资

产负债委员会履行日常管理职责。监事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评

价。 

针对流动性风险日常作业分工，风险管理部为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部门，并定期向董事会与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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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报告全行流动性风险水平、管理状况、发展趋势及其他重大变化。计划财务部、信息科技部、金融市场

部、稽核部、人力资源部和法律合规部等相关部门配合风险管理部要求完成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工作。本

行定期召开资产负债委员会，管理层充分了解并定期评估本行流动性风险水平及管理状况，相关单位依决

议执行本行的资产负债调整，确保本行的资产负债表处于健康良好、短期内足以应付外在与自身变化的状

态。本行通过建立相应的流动性风险组织架构，划分明确的风险管理职责，持续推动流动性风险管理工作

的开展。 

b)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本行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目标是在于提升本行衡量和管理因利率变动而导致的盈利和资产负债

经济价值遭受不利影响的能力。 

政策方面，本行已制定《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政策》，将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管理纳入本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符合本行业务规模、性质和复杂程度的管理框架，将银行账户利率

风险作为本行日常经营的重要决策因素。 

流程方面，职责分工上，董事会为本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的最高监督机构，授权下设风险及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本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相关管理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本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具体

管理工作，授权其下设的资产负债委员会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日常作业分工，风险管理部为本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牵头管理部门，负责日常风险识别、监控和报告，

负责对全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总体水平和风险管理执行情况定期报告。计划财务部、公司银行部、台商部、

零售银行部、金融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了解和持续关注本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变化，将总

体银行账户利率风险作为本行经营战略规划和产品定价策略的重要决策条件，确保持有的利率风险暴险部

位维持在核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协助资产负债委员会对资产负债结构进行适时调整。 

2. 资本相关情况 

1)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2019 年度，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计算范围为法人口径，包括总

行和各分行，与财务并表范围无差异。 

2) 资本数量及构成 

本行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关序：  

与本行相关的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1.核心一级资本 

    1.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实收资本 

    1.2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资本公积 

    1.3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1.4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1.5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1.7 其他 其他综合损益 

2.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2.1.2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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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级资本 

    5.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二级资本债 

    5.2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本行资本构成及数量、风险加权资产的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列示如下： 

资本构成及数量：    单位：万元人民币 

核心一级资本 609,935.76 

其中：实收资本 210,000.00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9,317.64 

      盈余公积 42,007.79 

      一般风险准备 132,128.56 

      未分配利润 209,571.42 

      其他 6,910.3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4,738.64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

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4,738.64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605,197.12 

一级资本净额 605,197.12 

二级资本 225,559.28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 200,000.00 

超额贷款减值准备 25,559.28 

总资本净额 830,756.40 

注: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本行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为人民币 69,454万元。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行于 2019 年 4月 26日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了 10 亿元 2019年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主要特征如下：  

债券名称 2019年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9富邦华一二级01 

债券代码 1926003 债券期限品种 

10年期（在第5年末附

有前提条件的赎回

权）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按年计息 簿记建档日 2019年4月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起息日 2019年4月30日 

认购倍数 1.88 

票面利率 5.20%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加权资产的构成 

单位：万元人民币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权重法） 5,581,839.96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标准法） 189,990.1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基本指标法） 196,732.84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5,968,5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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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1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14% 

资本充足率 13.92% 

4) 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5% 

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6% 

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3. 重要风险暴露和评估  

1) 风险加权资产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本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暴露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余额（万）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5,581,839.96 

其中：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5,219,377.99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348,795.5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13,666.43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89,990.1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96,732.84 

2) 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逾期贷款指本金到期未偿付、利息未缴或者还款计划未落实的授信，包括一般贷款、贴现、垫款（含

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拆借、存放同业等。不良贷款指五级分类

为次级、可疑及损失的贷款。 

根据本行贷款质量、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确定本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为：单项测试、

组合评估。单项测试是指对本行出现减值迹象的贷款类资产、以及符合本行单一客户金额重大贷款标准的

贷款类资产进行逐一单项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应的贷款损失准备。组合评估是对单项减值测试后未发生减

值的，以及未纳入上述单一客户金额重大贷款测试范围的贷款类资产，采用组合评估方法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底本行不良贷款总额 44104.18万元。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69663.46万元。 

为确保本行授信业务风险缓释的有效性，本行定有《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担保品管理办法》、《富邦

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不动产评估管理要点》以及《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动产评估管理要点》，前述制度对

本行担保品的接受原则、估价准则、抵质押率、担保品设立及存续期管理要点以及不动产/动产的评估管

理流程进行了规范。 

本行目前仅接受保证、抵押、质押三种担保形式，其中质押品主要征提存款、存单、银票以及本行发

行的理财产品，而抵押主要为不动产抵押。本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担保品的日常管理，其职责包括但不限

于确认担保品是否已完成抵质押手续，将担保品信息录入系统，进行担保品的出入库登记，以及负责担保

品及相关文件的真实性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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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所接收的不动产抵押的物业属性主要以办公楼、住宅、商铺、商场为主，并且本行落实抵押品可

承做区域管理，可承做区域原则上以分行或营业网点所在省份且经常管理易进行的城市优质地段和成熟小

区为主。本行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动产设定了最高放款成数，考虑到整体抵押率较低，本行抵押品的流动性

尚属理想。 

截至 2019 年末，本行未出现单一押品或单一种类押品占比过高的情况，担保品的集中度风险尚属可

控。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本行信用风险暴露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权重 风险暴露 未缓释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余额  

现金类资产 756,158.58 756,158.58 -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445,235.39 445,235.39 -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259,058.25 259,058.25 51,811.65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3,744,647.91 3,734,847.91 1,362,033.74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4,936.22 4,936.22 1,492.41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3,301,902.93 3,046,051.72 3,053,484.67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19,371.11 19,371.11 14,528.33 

对个人的债权 805,816.58 805,816.58 557,376.34 

股权投资 1,028.80 1,028.80 4,115.20 

其他 124,831.07 124,831.07 148,976.37 

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 - 25,559.28 

表外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825,883.75 825,883.75 348,795.5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2,094,175.66 12,094,175.66 13,666.43 

合计 22,383,046.25 22,117,395.04 5,581,839.96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合格的金融质押、其他合格的抵质押品、保证及信用衍生工具覆盖的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额为人民币 265,651.21 万元，合格的金融质押、其他合格的抵质押品、保证及信用衍

生工具覆盖的表外信用风险暴露额为人民币 437,750.70 万元。 

3) 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2019 年，本行的市场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乃根据监管要求采取标准法。本行目前的市场风险主要曝露

为利率风险、外汇风险与期权风险。其中，利率风险分为特定风险与一般市场风险，涵盖交易账户中的债

券、利率及债券衍生工具头寸的风险。本行的一般市场风险目前采用到期日法计算，根据监管规定对各头

寸划分时区和时段，时段的划分和匹配的风险权重亦遵照监管规定。本行持有的外汇衍生工具先行转换为

基础工具，并按基础工具的方法计算其外汇风险。本行因可能同时买入与卖出期权，适用期权得尔塔+法

来计算期权风险，涵盖期权的得尔塔加权头寸、伽马风险与维加风险。 

在市场风险标准法计量下，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本行市场风险暴露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利率风险 14,250.65 

股票风险 - 

外汇风险 942.82 

商品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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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风险 5.74 

合计 15,199.21 

4) 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为 15,738.63 万元，操

作风险加权资产 196,732.84 万元。 

5) 其他重要风险暴露和评估  

a)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2019 年，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的要求，通过权重法计量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曝露。

本行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曝露包含衍生品工具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

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其中，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的通

知》（银监发〔2018〕1 号）的相关要求，本行自 2019 年起，衍生工具的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暴露适用新标

准法计算。 

b) 银行帐户利率风险暴露 

2019 年，本行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在兼顾自身业务风险特征和系统可行性，审慎选择适当、可覆

盖本行主要风险来源的模式管理。本行衡量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主要监控手段采取乃按标准计量框架下的

利率冲击情景，其模型假设系按照监管单位的规定与制度，计算利率敏感性资产负债含其利息的重定价缺

口，并衡量利率变动对本行收益和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本行月度监控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状况，定期向

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并向董事会提交书面报告。 

截至 2019年底，本行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指标如下表所示，无超出本行内控限额之情事： 

净利息收入变动量占资本净额比率 

人民币 0.46% 

美元 -3.06% 

人民币和美元合计 -2.60% 

净现值变动量占资本净额比率 

人民币 -23.73% 

美元 -1.93% 

人民币和美元合计 -22.27% 

4.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主要包括风险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和资本管理等核心环节。  

风险评估是对各类可能给银行带来损失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有效监控，针对识别结果，对银行认

定的各类主要风险进行风险管理框架和计量框架的建设和完善。 

压力测试是通过严格和前瞻性的分析方式测试在统一情景下各类风险的不利变动对银行资本充足情

况的影响，压力测试应覆盖各业务条线的主要风险，并充分考虑经济周期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压力测试

作为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压力测试结果确定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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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规划是在监管最低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及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对银行未来的资本充足

率管理目标进行规划，确保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况相适应。当资本不足时优先考虑补充核心

一级资本。资本规划应至少设定内部资本充足率三年目标。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作为本行资本充足率的警

戒线，当本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管理目标时应及时采取应急预案。 

资本管理是通过建立资本监控和报告体系，执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及资本应急预案，实现对资本的

监控和管理，确保银行资本水平能持续地满足业务经营需要和抵御各类风险。 

本行至少每年执行一次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并形成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且在经营情况、风

险状况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 

2) 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本行资本充足率目标的设定以监管要求为基础，考虑到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还应持有一定的资

本储备作为缓冲，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需避免资本资源闲置，增强业务增长动力，支持对外投资

战略，满足股东投资回报率的要求。 

未来三年本行资本补充将继续坚持以内生性资本与外源性资本相结合的方式，适时寻求股东支持,优

先考虑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增强内部积累能力，完善资产结构，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优化资本结构。 

5. 薪酬 

1) 薪酬管理及决策 

本行董事会下设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基于董事会授权，负责拟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对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负责审议全行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拟定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建议，并监督方案实施，以及办理董事会授权的

其他事宜。 

本行高级管理层人员包含行长、副行长、首席风险控制官、首席运营官、首席信息官、首席财务官、

首席策略官、董事会秘书、总稽核、合规总监及人力资源总监。 

薪酬及提名委员会至少应由四名董事组成，组成人员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务专业人员，且应

熟悉银行各产品线风险、成本及演变情况，以有效和负责地审议有关薪酬制度和政策。薪酬及提名委员会

负责审议全行薪酬管理政策和制度，确保薪酬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权对本行薪酬管理政策落实情况

进行调查，并向董事会报告调查结果及提出建议。2019 年度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4次会议。 

2) 薪酬政策 

本行员工薪酬给付根据《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准则》相关规定执行。薪酬管理遵循“银行

战略导向、外部市场竞争、内部反映公平、绩效激励体现”的原则，冀以吸引、保留和激励人才，并通过

不断完善和优化薪酬体系，支持本行业务发展需求，实现本行经营战略目标。员工薪酬分配依据岗位决定

基本薪酬，经营业绩决定绩效薪酬，并遵循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 

本行薪酬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福利性收入等构成。固定薪酬即基本薪酬，可变薪酬包括绩效薪酬

和中长期激励，福利性收入包括法定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及企业年金等。可变薪酬支付：

绩效根据绩效薪酬方案，定期随基本薪酬一起支付，剩余部分在财务年度结束后，根据年度考核结果支付。

中长期激励在协议约定的锁定期到期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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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薪酬战略和业务战略相一致，员工的薪酬决策不仅由年度和长期业务表现的均衡考评结果决定，

本行的价值观“诚信、亲切、专业、创新”的表现以及是否践行“正向的力量”也是决策的重要因素。绩

效表现评估不仅由短期和长期的业务成绩决定，也决定于如何取得这些成绩，而后者对本行的可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据此，本行运用平衡计分卡的概念于员工考核，分别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或风险管理）

和创新与学习四个构面进行有效的全面评估。 

在机构考核方面，各构面具体考评指标分别包含四大类：风险合规类指标、经营效益类指标、发展转

型类指标、社会责任类指标。各构面考核内容及比重视当年度机构发展方向及预算目标做相应调整。 

为符合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结合业务风险持续性，充分考虑本行利益，以风险为本、稳健发

展，本行订定了《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递延奖金准则》，递延奖金适用对象为高级管理人员与于业务运

营过程涉及关键环节并承担较高风险责任之关键人才，包含但不限于获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批复者、分支机

构负责人等人员。所有符合递延奖金制度规定之适用对象，高级管理人员递延比例不低于 50%，其他人员

递延比例不低于 40%，因不当行为产生业务上之风险，造成本行可预期或实际上已发生之损失，经风险部

门提出相关风险报告并经行长核定者，本行将取消全部或部分未到期递延奖金，并有追回已发放全部或部

分奖金的权利。2019 年度本行共有 113名员工的年度奖金采用递延支付，没有因故扣回的情况。 

3) 薪酬披露 

本行 2019年度薪酬总量为人民币 439,641,860.64 元。其中，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

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薪酬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董监事薪酬 9,347,898.51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5,230,128.01  

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 64,154,463.26  

合计 88,732,489.78  

2019 年度本行共有 109 名员工获得绩效奖金，绩效奖金总额为元 35,964,657 元，其中已支付绩效奖金

20,561,592元，未支付递延奖金 15,403,065 元。本行 2019年度无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