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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渣打中国”或“本行”） 是由英国
渣打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渣打英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成
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本行的母公司原为渣打英国，于 2019 年 6 月 1 日改为渣
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渣打香港”或“母行”），渣打香港由
渣打集团有限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PLC，以下简称“渣打集团”）100%
全资拥有。

2 主要风险管理体系
本行拥有非常良好的风险及资本管理的治理文化和治理架构。本行风险管理的
原则与渣打集团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保持一致。
2.1 公司治理
本行的治理结构确保本行有强有力的风险管理文化。董事会和其任命的委员会
对本行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有清晰的认知。有关重大风险信息，以及对本地监
管、政策和标准的遵守事宜会酌情通过业务部门，职能部门上报至董事会，及
其专门委员会进行决策。
董事会负责整体战略方向包括资本管理。董事会每季度召集一次会议。
2.2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ERMF”）为本行风险管理方法和风险管理控制框架的
设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使本行风险水平维持在其风险偏好之内的同
时，实现风险收益最大化。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

为风险管控提供原则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组织的行为准则;

▪

为风险管控提供框架，以提高全行对风险管理流程的认识，并设定明确的问
责制度和权责分工。

ERMF 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的风险原则和标准，主要风险类型，角色和职
责的定义以及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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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子公司，渣打中国采用 ERMF，及其风险类型框架和政策，并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以符合中国当地法律法规，使得主要风险类型的设定符合监管预期。 首
席风险官（“CCRO”）需在本框架的基础上，比照当地法律/法规要求，并在
必要时设置本地风险偏好标准（RAS）。CCRO 需在获得本地管理层批复后，
向全面风险管理团队（ERM）确认对当地风险管理框架和风险偏好的修订。 各
个本地风险框架负责人需审查当地法律或法规，确定是否需对其风险类别管理
框架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其适用于本地。 本地政策负责人需审查当地法律或
法规，确定是否需对其风险类别管理框架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其适用于本地。
首席风险官负责对本地风险管理框架（RMF）进行管理。重大的本地差异应记
录在本地风险管理框架（RMF）或国家附录 （CA）中，并在本地管理层批准
之后，提交给 ERM 框架管理负责人进行审核和批准。
为确保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性，本行对三道防线的风险管理角色和职责做
了如下定义，并描述了其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具体职责：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三道防线
防线

定义

主要职责

第一道

从事或支持与盈利业务相关的部 ▪

识别、控制并报告风险和问题

门，负责承担和管理风险

给第二道防线和高级管理层，
倡导健康的风险文化和良好的
行为。

第二道

▪

在风险偏好范围内管理风险，
确保法律和法规得到遵守。

独立于第一道防线的控制部门， ▪

识别、控制并报告风险和问题

提供风险管理的监督和挑战，为
首席风险官，管理层和董事会提

给首席风险官，高级管理层和
董事会，倡导健康的风险文化

供信心。

和良好的行为。
监督和挑战第一道防线承担风

▪

险的活动并审查第一道防线的
风险提议并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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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

定义

主要职责

第三道

内部审计部门提供独立的评估及 ▪

独立评估管理层是否已识别业

监督，确保支持第一道防线业务

务中的主要风险，以及这些风

活动风险管理以及第二道防线维
护流程的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险是否按照既定的风险管理流
程进行了报告和治理。
▪

独立评估控制措施设计的充分
性及其运作有效性。

2.3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是指银行在依据风险管理原则情况下，为达到其战略所愿意承担的最
高风险程度。本行按照董事会要求，在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集团风险容忍度框
架的基础上，制定了本地化的风险偏好框架。该风险偏好框架包括风险偏好声
明、风险容忍度指标设计及最高容忍度、管理信息汇报框架及各部门的职责分
工，并确定了“渣打中国不会为了追求收入增长或更高的回报而对其风险容忍
有所妥协”的风险偏好总原则。同时，本行还建立了一套监测和报告框架，以
确保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能有效评估本行是否遵照本地风险偏好进行管理，
并清楚了解本行与风险偏好相关的风险状况。本行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监控风
险偏好管理信息，从而确保银行的风险状况在风险偏好水平之内。风险管理委
员会负责定期监控本行风险偏好，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
负责监控资本和流动性指标的变动。
2.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源自内部流程的瑕疵、系统的缺陷、人为错误以及基于外部事件
影响所导致的潜在风险与损失。操作风险管理旨在确保银行的操作风险得到有
效防范与治理，潜在风险与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银行全面风险管
理框架，作为本行管理操作风险的重要文件，对操作风险的治理提供了基本指
引。操作风险管理标准和流程则在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制
度上的保证和操作上的规范。
依据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以及操作风险管理标准与流程，本行主要依托于三道防
线来积极地管理本行的操作风险：银行所有担负管理职责的各级员工组成本行
第一道防线，负责各自业务及职能部门内的操作风险管理；银行操作风险总监
以及负责操作风险各专业控制领域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本行第二道防线，
而内部审计部为本行第三道防线。这三道防线以重在防范、审慎经营为出发点，
使得本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同时，本行夯实了操作风险管
理平台系统，有效地保障了操作风险识别、评估、整改与跟踪的全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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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高级管理层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审阅本行操作风险管理与控制
情况报告，确保本行的操作风险水平处于董事会可接受的风险敞口之内。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在 2019 年进一步优化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由内部
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造成的风险与损失保持了持续
下降的趋势。其中 2019 年风险评估显示，高达 95%的风险点被控制在低风险
水平。本行在颁布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落实了 10 大风险类别管理框
架，并由相关的风险类别管理框架负责人对其所负责风险类别领域内的内部控
制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本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合理性。
有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重要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的进一步信
息，请参见 2019 年财务报表附注 54。
3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行按照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银监会”，现为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1 号） 及相关规定计量
资本充足率。
本行目前没有附属公司，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和财务并表无差异，均为渣打中
国法人口径数据，即包括渣打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
4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
关系如下：
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扣 无形资产
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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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核心一级资本

2,376,211

实收资本

1,072,700

资本公积

14,460

盈余公积

131,294

一般风险准备

255,694

未分配利润

902,063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2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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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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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级资本

32,238
(6,930)
-

二级资本

101,199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01,199

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350,903

一级资本净额

2,350,903

总资本净额

2,452,103

适用门槛扣除法各项目未扣除部分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门槛扣除上限

235,090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103,65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门槛扣除上限

235,09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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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金额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160,946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101,19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

15.1%

险加权资产*100%）
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
产*100%）

15.1%

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

15.8%

*100%）
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

储备资本要求

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逆周期资本要求

不适用

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2019 年本行实收资本没有变化，无分立和合并事项，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5 风险加权资产
本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风险权重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认定；采用标准法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信用风险加权资
产；采用新标准法计量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本行采用标准法计量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为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 12.5 倍。本行采
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的 12.5 倍。2019 年，除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外，本行风险计量体
系无重大变更。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各类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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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2,975,965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393,444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183,268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15,552,677

6 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6.1 信用风险暴露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信用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未缓释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
资产

21,220,681

19,621,560

10,284,204

现金类资产

1,608,062

1,608,062

-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2,316,092

2,316,092

-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70,571

70,571

14,114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5,198,066

4,593,400

2,417,165

3,381,379

3,381,379

855,073

5,328,022

4,343,325

4,577,873

582,756

572,997

431,932

2,143,186

2,143,186

1,210,696

528,647

528,647

677,042

63,899

63,899

-

不适用

不适用

100,309

表外信用风险

2,024,751

2,024,751

1,681,17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1,994,275

1,994,275

1,010,588

25,239,707

23,640,586

12,975,965

项目
表内信用风险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
构的债权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对个人的债权
其他
证券、商品、外汇交易清算过
程中形成的风险暴露
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
准备

合计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贷款地区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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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各项贷款

上海市

3,142,259

广东省

1,511,140

北京市

920,829

江苏省

440,891

四川省

364,153

重庆市

332,898

福建省

296,036

浙江省

223,748

辽宁省

181,209

山东省

175,066

陕西省

156,882

山西省

141,501

天津市

123,643

湖北省

102,569

云南省

42,484

湖南省

41,850

河南省

25,373

江西省

11,775

黑龙江省

337

内蒙古

169

合计

8,234,812

注：根据监管报表编制，与年报数字有口径差异。
有关逾期、不良贷款、贷款损失准备以及信用风险暴露分布的进一步信息，请
参见 2019 年财务报表附注 11 及附注 54。有关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请
参见 2019 年财务报表附注 3（2）（f）。
6.2 信用风险缓释
本行遵循渣打集团信用风险缓释政策，该政策规定了合格抵押物的定义，本行
可接受的抵押物类型和条件、各合格抵押物的抵押率、抵押物的评估要求和频
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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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本行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保证人，本行在信贷分析报告里要求对该担保
人的背景、资质、还款能力等情况进行分析。关于抵质押品的进一步信息，请
参见 2019 年财务报表附注 54（1）。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信用风险缓释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缓释品类型
现金类资产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我国中央政府
我国政策性银行
现金类资产
我国商业银行

缓释
规模

缓释
比例

206,646 3.98%
94,550 1.82%
303,470 5.84%
74,192 1.39%
518,974 9.74%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363,842 6.83%
评级 AA-以下，A-（含 A-）
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
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27,689 0.52%

现金类资产

1,367 0.23%

我国商业银行

5,934 1.02%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2,115 0.36%

评级 AA-以下，A-（含 A-）
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
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343 0.06%

7 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采用标准法进行市场风险的计量。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所覆盖的本
行风险暴露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特定风险和交易
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市场风险暴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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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1,284,133

102,731

利率风险

949,609

75,969

外汇风险

129,989

10,399

商品风险

189,791

15,183

期权风险

14,744

1,180

特定风险

70,231

5,619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39,080

3,126

1,393,444

111,476

一般市场风险

合计
8 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操作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1,183,268

94,661

操作风险
9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和评估

2019 年，本行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方式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投资机构。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139,077

39,080

风险权重为 20%

101,530

20,306

风险权重为 50%

37,547

18,774

有认可评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表内资产

2019 年，本行未发生证券化投资资产不良、逾期、确认损失情况以及资产证券
化交易提前摊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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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权投资及其损益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股权投资。
11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概况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指与本行进行金融市场产品做市交易的对手方的信用风
险。本行设有专门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即交易信用风险管理部管理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本行针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设立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并明确其权限及责任，
主要包括：
▪

负责评估和审批企业和金融机构客户的金融市场交易的结构性风险。

▪

批准金融市场超额交易。

▪

为银行金融市场产品分类提供意见，也负责审批交易层面的适当性。

▪

负责固定收益，可转换债券，资产抵押证券及其他交易账户的信贷审批。在
交易层面为金融市场产品的架构提供意见。

▪

审批金融市场产品说明。

▪
▪

对于金融市场相关的文档提供支持。
负责批准集团内部超额交易。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包括交割风险和错向风险。
交割风险
交割风险是由于交易对手没有同时进行交付所产生的风险，例如，本行在收到
交易对手的付款前已付出了资金。此风险产生于各种交易产品和服务，外汇产
品是银行交割风险的主要来源。
客户的交易会使银行面临交割风险时都需有交割信用额度，并作为统一授信的
一部分由信贷审批官根据审批权限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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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手段来降低和控制交割风险。一般而言，交割风险可以
通过持续联结清算系统、中央对手方机制、净额交割和券款对付等机制缓解。
未能采用安全的交割机制，如持续联结清算或券款对付结算的交易，需要事先
设立交割限额。如果没有限额或限额不足，客户经理需要预先获得信贷审批官
的批准。
错向风险
当对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和其信用度恶化正相关时产生错向风险。
错向风险分两类：
▪

特定错向风险：交易对手违约概率升高的时候对其风险暴露也升高；

▪

一般错向风险：交易对手违约概率和一般市场风险因子正相关。

金融市场信用政策通过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监控和信贷流程来管理错向风险。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1,392,326

720,916

信用估值调整风险加权资产

不适用

174,734

证券融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4,100

1,100

597,849

113,837

1,994,275

1,010,588

违约风险加权资产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
未结算的证券、商品和外汇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
风险合计

其中，产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信用衍生工具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名义金额

互换

1,031,253

信用衍生工具合计

1,03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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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 2019 年财务报表附注 9。
12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资金转移定价政策将资产负债表的利率风险转移给财资
市场部统一管理。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在财资市场部的监督下管理资产负债表上
无法转移的风险，包括客户利差的基差风险（剩余业务基差风险），期权风险
等。
财资市场部管理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六种情景的假定前提下, 按主要货币对经济价值的影
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经济价值变动

人民币

美元

情景 1：平行上移

163,069

(11,611)

情景 2：平行下移

(175,116)

11,778

情景 3：变陡峭

(29,032)

8,318

情景 4：变平缓

58,642

(10,844)

情景 5：短期利率上升

107,367

(14,579)

情景 6：短期利率下降

(110,730)

14,829

上述分析乃根据银保监会有关《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报表(标准化计量框架简
化版)》填报说明中所载的方法进行。
剩余的业务部门基差风险
基差风险由具有相似重新定价特征的不同产品之间的不完全相关而产生。这种
错配可能会导致一些利率情景下潜在的损失。
剩余的业务部门基差风险是使用十年以上客户利率和内部转移定价之间每月历
史观察数据中最严重的基差变化来计算一年的收益风险。
客户期权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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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性来自于客户有更改某个产品现金流的权力，但不是义务。客户期权性风
险是指在不同利率情景下的由于这种权力而导致的潜在损失（如：市场利率下
行时客户将固定利率贷款进行再融资，从而导致银行产生损失或收入降低）。
剩余的业务部门基差风险和客户期权性风险，经评估均不显著。
13 净稳定资金比例
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可用的稳定资金

11,458,924

10,670,309

所需的稳定资金

8,512,742

8,536,55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35%

125%

14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14.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行依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七章关于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
评估程序的相关规定，成立了以财务部和风控部为牵头部门的内部资本充足评
估程序工作组，通过压力测试评估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每年对内部资本充足
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和核准，并由董事会最终批准。内审部门每年对本行的内部
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进行审计。
•

本行已经建立了稳健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审慎评估各类风险、资
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资本能够充分抵御其所面临的风险。

•

对于第一支柱监管要求未覆盖或未充分覆盖的主要风险进行评估（即第
二支柱评估）。本行使用广泛应用的方法或内部模型进行风险评估。在
某些定量评估不适用的情况下，视情况将其有效合并到其他风险定量评
估中，或进行定性评估。

•

根据战略展望，评估预测期内在正常经营情况下的资本充足情况。

•
•

通过压力测试，评估预测期内在经济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情况。
结合压力情景下的峰谷差和第二支柱评估，设定资本风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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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本行董事会承担资本管理的最终责任，并授权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负责实
施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具体工作，包括制定资本充足率管理的规章制
度，完善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报告程序，定期监控资本水平以确保拥有充足的
资本以支持业务的持续增长、应对监管要求的变化，通过压力测试评估资本吸
收损失的能力，每年对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进行审查和核准，并向董事会报
告。
本行根据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设立资本风险偏好。对于任何应引起注意的资
本指标变动及接近内部警戒限额的情况，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将提请各部门主
管关注并进行讨论，进一步要求相关部门相应的应对措施，确保资本指标处于
安全合理的水平。财务部负责资本预测，对预测期经营年度业务运营所需资本
进行预测，并提出资本规划。
本行始终致力于保持可持续的资本水平，以达到如下目的：
▪

确保资本水平满足现有及未来预期的监管最低资本要求，包括在极端压力事

▪

件下持有足够资本以帮助吸收亏损；
支持内生增长和可预计的非内生增长（考虑了向母行的利润分配）；以及

▪

管理股东对于资本回报率的预期。

本行每季度将资本充足率报告上报至银保监会。
15 薪酬
15.1 薪酬的定性信息
薪酬委员会（小组）
本行董事会设立相对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小组）, 由三名及以上成员组成。组成
人员由董事会任命，独立董事占大多数，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为财务专业人
员。薪酬委员会（小组）主席须是指定的独立董事，并由董事会指定。薪酬委
员会（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以上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

15

截至 2019 年底，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共有
四十人在任，包括总行行长（首席执行总裁），总行副行长，首席风险控制官，
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首席信息官，企业及金融机构部总经理，商业银行
部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合规部总监，审计部总监，董
事会秘书（公司秘书长），以及各地区的区域总经理和各分行行长。
薪酬政策
本行的绩效、薪酬和福利体系和风险管理理念相一致，以推动本行业务战略并
强化本行价值观。本行薪酬策略及体系包含了以下元素：
•

强而有力的管理架构。渣打集团层面的薪酬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全员薪酬
相关政策，建立薪酬原则和监管的框架，并作出薪酬决策。中国薪酬委员
会负责采纳渣打集团的薪酬政策及根据其框架与本地法规要求制定适用于
中国的薪酬政策，并确保其有效执行。

•

清晰的绩效管理框架。清晰定义的绩效管理框架确保员工有明确的工作目
标并可以收到持续的反馈。薪酬的结果与员工个人、所在业务和本行及渣
打集团的业绩相关。本行力求确保每个员工都既能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发
展又能顺应股东利益。

本行的年度考核和薪酬制定遵循全球统一的薪酬考核流程以确保薪酬符合本行
和渣打集团的绩效、反映每个员工所获得的成就和其展现的行为，并符合相关
风险与法律法规的考量。
本行薪酬结构由固定薪酬和绩效薪酬组成，并提供员工福利，包括国家规定的
法定福利及本行额外提供的福利保障。
•
•

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和津贴（仅适用于部分员工）。
绩效薪酬包括年度绩效奖励，其水平必须根据一系列与绩效、操守及风险
管理相关的因素来决定。这些因素包括业务部门和集团绩效、团队绩效、
员工个人绩效，以及员工在履行集团价值方面的表现，同时强调员工行为
准则和风险管控方面的关联。绩效薪酬水平随着每年集团及本行的业绩、
风险、成本等多方面考核指标的完成度相应调整。

薪酬政策由中国区人力资源部绩效与薪酬福利团队负责定期回顾与修改。渣打
中国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和批准薪酬政策的变动，并确保其有效执行。本行制
定了员工的内部职位职级体系，每年参与外资银行薪酬市场调研并根据市场报
告数据来确定各个岗位的付薪标准，包括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及整体薪酬水平。
对于担任风险、合规管理、审计和财务岗位的员工更为关注，此类人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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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监督的业务条线的绩效相互独立，根据其岗位要求并结合市场薪资标杆，
确保本行能够吸引有经验的合格人才。此外，本行设立了绩效薪酬的档次分类
及考核标准和中长期激励的管理规则。
薪酬政策与风险挂钩情况
本行每年设定符合集团和中国经营策略的绩效考核指标并定期回顾，层层分解
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岗位，作为绩效薪酬发放的依据。其中风险考核指标包括银
行对即期和远期风险的预估，并建立绩效结果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联性，风险
指标的评定结果直接影响奖金池的分配。绩效薪酬的支付水平与风险成本调整
后的经营业绩相挂钩。内部薪酬制度的设计使薪酬结构和风险管理保持一致，
确保将员工表现与渣打集团长期业绩目标、合规和风险控制紧密联系，充分发
挥绩效薪酬的长期约束作用。
同时，本行制定了相关的员工纪律惩处制度，对违纪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判
定，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与不同的处罚结果。绩效、纪律、个人行为都作为员工
个人绩效薪酬考核的重要因素来决定最终发放金额。
薪酬水平与绩效挂钩情况
本行通过多维度的因素决定绩效薪酬。员工的绩效考核和薪酬评定基于集团整
体业绩、中国地区业绩、各条业务线的业绩及员工个人针对本年度约定的目标
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员工如何实践公司价值观的评定，进行绩效薪酬的档次分
类。
可变薪酬(包含长期绩效薪酬)
目前本行可变薪酬的支付类别包括即期兑付的现金奖金、持有一段保留期的即
期归属股票、递延支付的现金奖金和限制性股票。通过短期激励和中长期激励
相结合的方式在不同级别员工的业绩管理、综合表现及薪酬调控上进行更好的
运用。短期激励如即期兑付的现金奖金适用于一般员工的绩效与薪酬管理，中
长期激励如递延支付的现金奖金或限制股票适用于较高级别或绩效薪酬较高的
员工。
本行已全面实施薪酬延期支付机制。所有员工，如果其年度绩效薪酬超过一定
金额，部分奖金将延期支付，延期支付的奖金以限制性股票及递延支付的现金
形式在设定的年限内分期发放。通过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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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岗位进行定义并分类，对此类人员设置了更严格的绩效薪
酬延期支付标准，如递延支付的比例与年限。这种延期支付机制可以确保员工
薪酬中有充足的部分将取决于长期的业绩、合规和风险控制表现。长期激励加
强了绩效薪酬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员工的约束力。
15.2 薪酬的定量信息
薪酬委员会（小组）成员薪酬及薪酬监督会议
2019 年度本行薪酬委员会（小组）所有成员的薪酬总额为 170 万元。本年度
薪酬管理会议合计召开了 2 次。
获得绩效奖金和离职金的员工数和奖金总额
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风险岗位人员的总数为 52 人，其在 2019 年获得绩效
奖金和离职金合计总额为人民币 4,863 万元（统计数据不包含本行海外总部雇
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未支付和已支付的递延薪酬总额
2019 年度未支付的递延薪酬（含中长期激励）总额为人民币 2,750 万元，已支
付的递延薪酬（含中长期激励）总额为人民币 1,074 万元（统计数据不包含本
行海外机构雇佣的董事）。
根据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未受限薪酬和递延薪酬、支付工具分类披露薪酬总
额
2019 年度固定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8,520 万元，即期兑付的现金奖金总额为人民
币 2,638 万元，持有一段保留期的即期归属股票总额为人民币 431 万元，递延
支付的现金奖金总额为人民币 595 万元，递延支付的限制性股票总额为人民币
589 万元。（统计数据不包含本行海外机构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针对绩效薪酬的风险调整
除递延机制以外，本行在决定员工绩效薪酬水平的过程中也会考虑所有和风险
相关的事件。2019 年本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风险岗位的员工获得的绩效奖
金进行风险调整总额为 8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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