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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上半年资产质量情况解读：

略有下滑，总体可控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政治摩擦不断、贸易经济受阻

的大环境下，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大量实体企业受

到冲击，经营周转面临困境。银行业快速响应，对出现资

金周转困难的小微企业增加了信用额度，延长贷款期限，

有效保障了小微企业稳定发展。整体来看，银行业不良贷

款率略有上升，但风险基本可控，为实体经济信贷“输血”

让利仍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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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上半年资产质量情况解读：略有下滑，总体可控 

202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1.94%，较上季末增加0.0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0万亿元，较上季末增

加2060亿元。 

图表 1：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上升 图表 2：商业银行整体拨备情况 

  
来源：新华财经 来源：新华财经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政治摩擦不断、贸易经济受阻的大环境下，上半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大量实体企业受到冲击，经营周转面临一定程度的困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

下行压力，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应对，及时推出中小微企业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银行业快速响

应，对在疫情期间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小微企业增加信用额度，延长贷款期限，有效保障了小微企

业的生存和稳定发展。整体来看，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但风险可控。 

为有效应对风险，银行加大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力度，202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拨备率

为3.54%，较2019年末上升了0.08个百分点。虽然整体上拨备率上升，但考虑到不良贷款余额上升

速度较快，银行上半年拨备覆盖率保持下降趋势，截至2020年6月30日，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为

182.4%，较2019年减少3.68个百分点。 

一、国有银行发挥“头雁”作用，稳健发展服务实体 

上半年，国有大型银行整体资产质量情况较为平稳，截至2020年6月30日，国有大型银行整体

不良率为1.45%，较2019年末的1.38%略有上升。其中，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仅为0.89%，仅

较2019年末上升了0.03%；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上升速度最快，达到了1.68%，较2019年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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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0.21%；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四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在1.45%左右，较今

年年初略有上升。 

图表 3：国有大型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邮储银行拥有国有银行中最低的不良贷款率，一方面因为邮储银行最早脱胎于中国邮政的储蓄

业务，早期未开展贷款业务，截至目前存贷比仍处于较低位置，仅为55.55%，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邮储银行的生息资产结构中，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投资供给3.42万亿元，占到了总生息资产的

33.51%，这一资产结构使得邮储银行不良贷款整体数量较低。另一方面，由于邮储银行每年需要向

中国邮政网络支付大量的代理费，成本收入比较高，达到了51.76%，远高于行业平均值25.69%，高

昂的业务及管理费使得可负担的信用成本空间不大。因此，邮储银行贷款客户选择方面较为谨慎，

贷款客户主要集中于低风险的国有大型企业。二季度末，邮储银行向其最大客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的贷款余额为1820.89亿元，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虽然较之前已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

了23.49%。 

虽然整体上各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上升，但在信贷支持小微企业与风险控制方面，

国有银行表现可圈可点。截至6月末，农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661.42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2738.35亿元，增速46.2%，高于全行增速37.3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72.10亿元，不

良率0.83%，较2019年底的1.37%大幅下降；早在今年一季度，建设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就

成功突破万亿元，小微企业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交通银行虽然整体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但其面

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不良率也有所下降。截至6月末，交通银行普惠金融“两增”口径贷款余额

2147.2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07.69亿元，增幅30.97%，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2.24%，较上年末下降

0.98个百分点，贷款累计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39个基点，小微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下降85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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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银行业一直以来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改进

业务流程，有效提高了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与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监管政策保障银行业支持中

小微企业抵御疫情与复工复产，允许小微企业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国有银行积极落实政策，对大

量在疫情期间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实体企业和个体小微增加信用额度，延长贷款期限，有效为实体

纾困解难，这一部分的风险可能会延后体现在银行未来的经营报表中。 

图表 4：国有大型银行拨备覆盖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面，除交通银行外，其他国有银行均加大了计提拨备的力度，贷款拨备率

均有所提升。但受不良贷款余额升高影响，国有大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有升有降。其中，邮储银行

稳居首位，较2019年底增长了10.67个百分点，达到了400.12%。而交通银行拨备覆盖率近半年持续

下降，6月末录得148.73%，资产及营利质量有所下滑。 

二、股份制银行不良情况分化，业务扩张需警惕资产质量 

相较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齐升的趋势，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则更为分化。，上半年，华

夏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与中信银行部分股份制银行不良率有所上升，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与光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略有下降，平安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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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得益于“轻型银行”战略方向和“一体两翼”战略定位，招商银行深入推进数字化经营模式，

不断优化零售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体系，贷款资产质量领跑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录得1.14%，

较今年年初略有下降。 

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虽较2019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位列上市股份制银行之首。自2018年成都分

行违规放贷775亿事件后，该行一直都在加大存量风险处置力度，稳步调结构，不良率情况已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不同，不良贷款偏离度（逾期90天以上贷款/

不良贷款）这一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确认不良贷款的标准严格程度。近年来，华夏银行一

直在加强不良贷款的确认和处置，2018年，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偏离度还接近150%，而到今年6月

30日，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偏离度已经压降到了73.80%。降低不良贷款的确认标准，将更多风险资

产纳入不良贷款进行处理，有利于优化资产质量，使得银行未来盈利更为稳健。浦发银行最近半年

不良率虽有所下降，但贷款偏离度略有回升，整体资产质量表现不佳。如果以逾期90天以上贷款比

例作为衡量指标，浦发银行贷款信用风险仍然处于首位，而中信银行的资产质量情况将弱于华夏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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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偏离度 图表 7：逾期 90天以上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风险抵补指标方面，招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440.81%，远高于第二名兴业银行的214.97%。各

上市股份制银行中，除浙商银行与民生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较2019年年底略有下降外，其他银行拨备

覆盖率均有所上升。这主要是考虑到上半年经济下行带来的不良贷款风险具有一定时滞，今年下半

年风险可能会逐渐暴露，各商业银行有必要提前增加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应对未来贷款质量进一步

下滑的风险。 

图表8：股份制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 
银行 2020 年 6 月 30 日拨备覆盖率 2019 年 12 月 31 日拨备覆盖率 

招商银行 440.81% 426.78% 

兴业银行 214.97% 199.13% 

平安银行 214.93% 183.12% 

浙商银行 208.76% 220.80% 

光大银行 186.77% 181.62% 

中信银行 175.72% 175.25% 

民生银行 152.25% 155.50% 

浦发银行 145.96% 133.73% 

华夏银行 143.24% 141.92%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综合国有大型银行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来看，银行存贷比越高，业务越激进，

越倾向于放松审贷标准，其不良贷款率也越高。在当前疫情还未结束，经济依然承压的大背景下，

银行更需要将自身的业务发展与服务实体小微相结合，这就要求银行更加深入市场，下沉服务实体

经济，增加对实体小微企业的信贷“输血”。不良率作为衡量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情况的标准，需

要结合银行服务实体小微的情况综合考量，银行在承担一定的信用成本前提下，可以适当扩张信贷

规模服务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承压的当下，银行更加应当在加强不良贷款处置、严控金融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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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大对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向实体经济让利，贯彻落实金融服务经济的职责使

命。 

图表 9：全国性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存贷比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三、城商行与农商行区域性分化，农商行不良情况值得关注 

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城商行与农商行内部的不良情况则更为分化，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常熟

银行三家银行贷款质量最优，不良率均小于1%，分别录得0.79%、0.9%和0.96%。而郑州银行不良情

况垫底，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16%，也是当前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贷款率突破2%的银行。 

图表 10：城商行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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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性银行不同，城商行与农商行的业务集中于地方，从不同城商行与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

的地区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各个地区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情况。从城商行和农商行地域分布

情况来看，浙江省、陕西省、上海市内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较低，而河南省、贵州省、山东省的

城商行与农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较高。 

图表 11：各省份城商行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

目前大部分A股上市的城商行与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指标表现良好，均满足监管要求。值得注意的

是，2020年二季度末，全国农商行整体平均不良贷款率高达4.22%，较2019年底上升了0.32个百分

点，拨备覆盖率仅为118.14%，涉农信贷业务不良情况较为严峻，农商行整体资产质量值得进一步

关注。 

图表 12：各省份城商行与农商行拨备覆盖率情况 

 

来源：银行财报，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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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为实体经济“输血”腾出空间 

8月22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指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

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

同比增长34.4%。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银行系统计划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增

加1.1万亿元。也就是说，下半年银行系统或将继续处置2.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在经济环境下行压力较大时，部分银行可能会担忧于较高的不良率情况而不敢放贷，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贷款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一方面可以释放银行受限的信贷额度，

盘活银行贷款资源，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贷款减值准备科目是银行的主要成本项之

一，加强利用拨备核销银行不良贷款，也是压降银行利润，引导银行向实体让利的有效措施之一。 

8月13日，新华社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专访。郭树清表示，“上

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银行业新形成不良贷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当前，经济尚未

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

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 

他表示，对此要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促银行运用预期

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二是备足抵御风险“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

种方法补足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充

分揭示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贷款。

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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