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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2.9%
全方位AI Bank正加快形成
平安银行 （
平安银行， 深交所
近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000001）
2019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
2019 年一季度， 平安银行紧跟国家
战略， 顺应经济金融形势， 坚持以打造
“
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的智能化零售银
行“
为目标，持续深化”“
科技引领、零售
突破、对公做精”十二字方针，推进“
金
金融+生态”融合，建设全方位
融+科技”“
AI Bank 体系； 坚定智能化零售业务转
型，重点发力“
基础零售、消费金融、私行
财富”三大业务模块，提升“
风险和成本
控制”两大核心能力；对公持续做精，聚
焦重点行业、重点客户和重点产品，不断
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严控各类金融风险，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战略转型成效进一
步显现。

2019年一季度经营业绩
重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 整体经营稳中趋好。2019 年一季
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 324.76 亿元，同比
增长 15.9%；其中，利息净收入 207.7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2% ； 非 利 息 净 收 入
117.02 亿元， 同比增长 25.3%。 净利润
74.46 亿元， 同比增长 12.9%；2019 年一
季度净息差 2.53%， 同比上升 28 个基
点、环比上升 3 个基点，非利息净收入占
比 36.0%，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
2019 年 3 月末， 该行资产总额 35,
301.8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3%；吸收
存款余额 22,869.7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含贴现）20,
7.4%；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514.4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7%。
■ 零售转型稳健前行。2019 年 3 月
末， 该行管理零售客户资产（
AUM）16,
632.9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7.4%，零售
客户数 8,701 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3.7%。
个人存款余额 5,215.74 亿元， 较上年末
增长 13.0%， 平安口袋银行 APP 注册客
户数 6,765 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8.7%；月
活客户数 2,603 万户。 财富客户 66.45 万
户，较上年末增长 12.3%；私行达标客户
3.5 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16.7%。 2019 年
3 月末， 该行个人贷款余额 11,905.32 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 3.2%。
■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2019 年 3 月
末，该行逾期贷款占比、逾期 90 天以上
贷款占比、 关注率和不良率较上年末均
有下降， 偏离度低于 1。 拨备覆盖率为
170.59%、 较上年末增加 15.35 个百分
点， 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177.71%、 较上年末增加 18.26 个百分
点，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

零售业务持续稳健增长，
推行全面AI化
2019 年一季度， 平安银行继续贯彻
“
零售突破”的策略，深化综合金融优势，
重点发力“
基础零售、消费金融、私行财

富”三大业务模块，提升“
风险和成本控
制”两大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
用，优化业务流程与服务体验，转型工作
向纵深推进。
报告显示， 平安银行持续聚焦基础
零售客户获客及经营，通过场景化、科技
化手段， 利用不同的互联网场景打造多
种获客路径， 坚持科技赋能和大数据驱
动客户分析及经营策略的制定， 促进获
客及客户经营效率与产能提升。 在获客
方面，本行依托集团生态圈，深挖场景价
值，持续优化口袋银行 APP 功能体验，构
建银行线上生态圈， 实现从用户到客户
的转化； 在经营方面， 搭建智能运营平
台，围绕客户生命周期，构造“
客群-渠
道”智能化产品推荐体系，并结合内外部
资源构建 KYC（
充分了解客户）体系，实
现大数据赋能客群经营， 提升客户经营
能力及管理效率。
截至 2019 年 3 月末，该行管理零售
客户资产（
AUM）16,632.98 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7.4%， 零售客户数 8,701 万户、
较上年末增长 3.7%。 个人存款余额 5,
215.74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3.0%，平安
口袋银行 APP 注册客户数 6,765 万户，
较上年末增长 8.7%； 月活客户数 2,603
万户。
2018 年末以来， 鉴于宏观经济仍存
下行压力， 在确保资产质量稳定的前提
下， 平安银行主动优化贷款类产品投放
策略，适当提高信用卡、贷款投放门槛，
推动目标客群上移。 在优化投向配置的
同时，着力支持小微企业、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
新一贷”余额
2019 年 3 月末，该行“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551.90
0.9%；住房
按揭贷款余额 1,861.37 亿元， 较上年末
增长 2.1%； 汽车金融贷款余额 1,699.21
亿元，较上年末降幅 1.2%。 一季度末，该
行信用卡流通卡量 5,352 万张，较上年末
增长 3.9%；信用卡贷款余额 4,923.07 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 4.0%。 2019 年一季度，
信用卡总交易金额 8,010.30 亿元， 同比
增长 43.2%； 信用卡商城交易量同比增
长 24.7%。
平安银行表示，该行自 2017 年底开
始提前进行风险政策调整， 重点防范共
债风险， 有效控制并降低了高风险客户
占比，新发放业务的资产质量较好，预计
这些管制措施的优化效应将会在 2019
年下半年逐渐展现， 零售主要贷款的不
良率下半年将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平安银行零
售推行全面 AI 化，通过科技手段将零售
业务在经营、服务、管理方面所需的能力
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并赋能给客户、
员工以及第三方合作伙伴， 打造全方位
的 AI Bank。 目前已孵化出 AI 客服、AI
营销和 AI 风控等项目成果， 其中，2019
年 3 月 末 AI 客 服 非 人 工 占 比 已 达
82.2%， 较上年末提升 2.2 个百分点；AI
营销已普遍应用于各业务场景中， 销售
转化效果较常规手段提升最高达 3 倍，
并已全面赋能一线队伍， 使其具备随时

随地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AI 风
控已搭建了统一风控平台， 实现了信用
风险、欺诈风险的统一管控，并进一步提
升了零售信贷产品的自动化审核能力，
2019 年一季度，"AI+风控"欺诈防堵金额
为 1.41 亿元。

精品公司银行成效初显，
成为集团团体综合金融的
发动机
平安银行公司业务按照“
对公做精”
的战略要求， 借助科技手段持续打造智
能化精品公司银行，努力实现在行业、客
户、科技、协同四个方面的突破。 具体来
说，公司业务聚焦行业，以行业化、场景
化模式推进集成营销；聚焦客户，在目标
行业内精选客群，为客户提供系统的、智
能的管理平台；聚焦科技，将智能与科技
的基因融入业务的每个细胞， 运用区块
链、物联网等技术成果，实现业务升级；
聚焦协同，利用集团综合金融优势，成为
集团团体综合金融的发动机。
2019 年一季度， 对公精品业务打造
成效初显，截至 3 月末企业存款余额 17,
654.03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9%。 存款
增长得益于支付结算及供应链金融平台
的打造，稳定了对公的基础客群。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 依托集团
“
金融+科技”优势，平安银行全力打造特
殊资产智慧经营平台， 平台借鉴行业领
先的互联网企业“
AI 大脑”设计，以大数
据为内驱动力， 聚焦智能清收、 智慧管
理、生态经营三大能力建设，推动特殊资
产清收向智慧模式转型， 不良资产清收
业绩大幅提升。2019 年一季度，该行收回
不 良 资 产 总 额 95.2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贷款本金）88.88
26.8%，其中信贷资产（
亿元； 收回的贷款本金中， 已核销贷款
55.34 亿元，未核销不良贷款 33.54 亿元。

科技引领全行转型升级，
全 方 位 AI Bank 正 加 快
形成
平安银行将“
科技引领”作为全行转
型升级的驱动力， 实行精益和敏捷的双
模研发体系，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体系，
加快技术架构向分布式架构转型， 围绕
产品创新、客户体验、风险管理，积极探
索前沿技术的研究创新和实际应用，大
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
术嵌入各项业务场景，助推银行在产品、
服务、平台等方面转型升级。
报告显示，2019 年一季度，在零售条
线，该行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在线上进一
步升级迭代， 嵌入口袋银行 APP 和口袋
银行家 APP；在线下持续复制推广“
轻型
化、社区化、智能化、多元化”的零售新门
店，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全国已开业 177
家新门店。 同时， 该行整合打造智能化
OMO（
Online Merge Offline，线上线下相

融合）服务体系，通过综合化、场景化、个
性化让客户能在线上线下无缝切换，为
客户带来了更好的金融生活体验。 此外，
全面启动 AI 中台的建设，通过打造知识
库平台、生物特征识别平台、业务中台等
系统平台赋能前端业务场景， 目前已在
信用卡、投顾、客服、移动柜面、远程运营
等 40 多项业务场景中进行探索或实践。
在对公条线， 持续完善产品库和案
例库建设，综合运用视觉、语音、文本、图
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建设对公客户
360°画像平台，持续提升精准营销、自动
审批、智慧风控等能力；运用深度学习技
术，支持对支票、汇票、本票在内的数十
种票据快速、准确识别，实现票据信息录
入和处理的集中化、自动化和便捷化。 科
技与业务的融合更加紧密， 全方位的 AI
Bank 体系正加快形成。

风险管理措施有序有力，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2019 年第一季度， 平安银行积极应
对外部风险、调整业务结构，将贷款更多
地投放到资产质量较好的零售业务。 对
公持续做精，新发放贷款聚焦重点行业、
重点客户和重点产品， 同时继续做好存
量资产结构调整， 加大问题资产清收处
置力度，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 3 月末，该行逾期贷款占比、逾
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比、关注率和不良率
较上年末均有下降，偏离度低于 1。其中：
逾 期 贷 款 占 比 2.45% ， 较 上 年 末 下 降

0.03 个百分点；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比
1.66%，较上年末下降 0.04 个百分点；关
注率 2.58%， 较上年末下降 0.15 个百分
点； 不良贷款率 1.73%， 较上年末下降
0.02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偏离度 96%，较
上年末下降 1 个百分点。
此外， 该行持续推动精细化资本管
理，全面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以经济
增加值 （
EVA） 和 经 济 资 本 回 报 率
（
RAROC） 为核心的综合绩效考核机制，
通过调配业务、向低风险业务引导，加大
税务核销力度，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
减少无效资本占用，提升资本水平。 2019
年 3 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
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8.75%，9.59%及 11.50%， 均满足监管达
标要求。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
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分别提高 0.21 个
百分点、0.20 个百分点， 由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全额赎回了 90 亿元二级资本债
券，资本充足率与上年末持平。
平安银行表示， 该行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完成发行 260 亿元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 转股后将有效补充核心一级
资本。 同时，该行正积极推进 300 亿元合
格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工作， 募集资金
将依据适用法律， 全部用于补充二级资
本，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建设
报告显示，平安银行细化区域政策

和行业政策，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
一带一路”、“
长三角
“
一体化”等经济带建设，聚焦重点行业，
切实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2019 年 3 月
末，该行重点行业客户授信占比 48%。
此外，该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力度， 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2019 年一季度，该行新增投放
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所有对公
贷款客户达 70%以上；2019 年 3 月末，
单户授信 1,000 万（
含）以下的小微企业
贷款较上年末增长 3.5%，高于全行贷款
平均增速， 有贷款余额户数较上年末增
加 8,639 户，该类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上
年末下降 0.66 个百分点， 不良率控制在
合理范围。
在精准扶贫方面，平安银行通过“
金
融+产业”扶贫，建立“
金融+科技+产销”
的扶贫闭环。2019 年一季度，该行新增投
放扶贫资金 43.85 亿元（
其中产业扶贫贷
款 12.95 亿元， 扶贫政府债 30.9 亿元），
累计覆盖和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
43 万人， 直接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
过 2,800 人。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 平安银行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进一步围绕“
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
公做精”十二字方针，充分发挥综合
金融优势，加快战略转型，防范金融
风险， 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努力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化
零售银行。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