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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21家银行不良贷款大起底 疫情冲击留重痕

随着国内经济复苏，加上不少银行在去年加大了不良暴露和处置力度，进一步夯实了资产质量，今年不良预期普遍转向乐观

证券时报记者 李颖超 杜晓彤

四月维夏，

A

股上市银行

2020

年

业绩情况陆续出炉， 银行的资产质量

图谱也随之呈现。

面对疫情大考，大部分

A

股上市

银行在资产质量方面均交出了不错的

答卷。 在外部经济环境剧变叠加不良

资产认定继续趋严的双重背景下，

2020

年末

A

股上市银行信贷资产质

量基本稳定， 不良贷款率较年中明显

回落企稳。

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冲击仍

有所显现。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银

行业关注类贷款下迁比例较疫情前明

显提高， 并且在去年业内普遍加大不

良处置力度的情况下，

21

家

A

股上市

银行中，仅有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

大银行和平安银行

4

家银行实现不良

贷款量、率“双降”；有

9

家银行出现不

良“双升”，其中包括

6

家国有行、

2

家

股份行和

1

家农商行。

展望

2021

年， 业内普遍认为，疫

情冲击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还将

继续释放。 诚如交通银行副行长殷久

勇在业绩发布会上的感叹， 疫情影响

尚未消退， 加上风险分类新规颁布的

进程可能加快， 银行未来管控的压力

仍然很大。

资产质量明显受冲击

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冲击毋庸

置疑。尽管多家银行均强调，去年的不

良处置力度乃是“前所未有”，但截至

年末，仅有

4

家银行实现不良贷款量、

率的“双降”；另外，有

9

家银行出现不

良“双升”；其余

8

家银行则是不良贷

款余额增长、 不良贷款率较上年实现

下降或持平。

同时，在已发布的

21

家

A

股上市

银行年报中， 以几家国有行和中信银

行、民生银行为典型的

A

股上市银行关

注类贷款迁徙率出现明显增长。在业内

人士看来，大中型银行普遍出现更多的

关注类贷款向下迁移，反映出银行资产

质量在疫情后确实发生劣化。

聚焦上年的不良贷款余额情况，

有

17

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

增长，占比超八成；不良贷款余额较上

年末下降的

4

家银行均为股份行，分

别是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和

平安银行， 同时这

4

家银行的不良贷

款率也较上年实现下降。

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交通银

行五大行不良贷款余额位列前茅，分

别是

2939.8

亿元、

2607.3

亿元、

2371.1

亿元、

2072.7

亿元和

977.0

亿元，较上

年增长幅度均达百亿级别以上。

不良贷款率方面， 得益于银行业

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的大幅提高， 去年

年末，

21

家上市银行中有

10

家银行

的不良贷款率较上年实现下降， 占比

近半； 常熟银行和重庆银行

2

家银行

不良率较上年持平； 剩余

9

家银行不

良率上升，其中包括

6

家国有行。不良

贷款率最低的仍是邮储银行， 尽管较

上年微升

0.02

个百分点，但继续保持

在

0.88%

的低位；不良率高于

2%

的仅

有郑州银行，为

2.08%

。

从变动幅度来看，民生银行、交通

银行不良率抬头最为显著， 年末不良

率分别为

1.82%

、

1.67%

，较

2019

末分

别增加

0.26

、

0.20

个百分点；不良率压

降幅度最大的为平安银行， 较上年末

下降

0.47

个百分点，为

1.18%

。

不良呈现结构性差异

证券时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年报发

现，上市银行之间的不良情况有所分化。

6

家国有行均出现关注类贷款下

迁幅度明显增加， 不良贷款量、 率双

升，股份行则普遍实现不良率下降。方

正证券研报指出， 国有大行普遍保持

拨贷比持平，主动暴露使不良率上升，

使得拨备覆盖率被动下降； 股份行则

基本保持拨备覆盖率持平， 大量核销

使不良率下降，消耗存量拨备，使得拨

贷比明显下降。

9

家股份行的资产质量也存在较

大差异。例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不良

贷款率、关注类贷款余额与关注类贷款

占比均实现压降，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也

维持在疫情前的水平， 不良情况好转；

民生银行前述四项指标则均较疫情前

出现上升，不良压力仍然较大。

业务特点的区别也使得不同银行

的资产质量变化呈现结构性差异。 中

国银行年报披露， 去年其海外不良资

产显著增长，

2020

年末，该行香港、澳

门、 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机构减值

贷款总额

172.8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90.04

亿元，同比增长

108.69%

。

股份行普遍出现了信用卡不良风

险高发的情况。 光大银行副行长姚仲

友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从全年来看，

该行零售贷款里面信用卡跟消费信贷

业务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最深， 不良生

成率同比有明显的上升； 对公贷款的

资产质量负向迁移水平则在短期上升

后较快回落，不良生成率同比下降。

民生银行零售不良余额增长也主

要集中在信用卡上。 “因疫情原因，部

分信用卡客户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下

降。 ”该行董事长高迎欣表示，剔除信

用卡业务后， 其余零售业务不良率较

年初下降

0.14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资

产质量的稳定向好。

国有行零售资产质量则较为稳健。

例如， 工商银行

2020

年末的信用卡不

良率较上年末减少了

0.32

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也表示， 从去年表现来看，以

信用卡为代表的零售业务质量稳定，但

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不良贷款有所上

升，主要体现在政府平台基础设施客户

受非标业务整改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债

务压力较重出现风险暴露。

较为一致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餐饮、住宿

等受疫情影响较深的行业， 成为银行

对公不良增长的主要来源。

不良认定标准趋严

银行对于不良资产余额增长、关

注类贷款下迁比例提高的另一个解

释， 是去年资产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

有所提高。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

师周茂华表示， 去年银行主动加大关

注类贷款风险暴露和不良贷款处置力

度，“这就很大程度上导致关注类贷款

占比普遍下降、关注类迁徙率上升”。

利用

90

天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

的比值测算出的不良贷款偏离度，是

判断银行资产认定严格程度的重要指

标， 该比值越低， 说明认定标准越严

格。 从已披露年报的

21

家

A

股上市

银行业绩情况来看， 银行对不良资产

的认定确实趋严， 国有行的不良贷款

偏离度更是显著低于其他上市银行。

2020

年末，

6

家国有大行加权平均

不良贷款偏离度为

55.4%

， 较

2019

年

减少

9.8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银行、建设

银行仅为

49%

。这意味着国有大行的不

良贷款中有近半数逾期未满

90

天。 目

前已披露年报的股份行该项指标为

76%

，较

2019

年减少

2.6

个百分点。

几家上市银行高管也在自家业绩

发布会上有不同程度的表态， 要严格

落实监管分类要求。例如，交通银行副

行长殷久勇就表示， 在年内已经将逾

期

60

天以上的公司类全部贷款纳入

不良，逾期

90

天以上的所有贷款全部

纳入了不良。

中信银行业绩发布会上， 该行行

长方合英也表示，已把逾期

60

天以上

的信用卡和个人贷款全部降级为不

良，“我们逾期

90

天的比例约

70%

，

逾期

60

天的比例约

80%

， 这些指标

都有很大改善。 ”方合英坦言，去年是

第一年感觉到暴露不良的时候有主动

性，“前几年是被动为主， 去年有一个

主动性的转变。 ”

资产质量大考仍在继续

随着国内经济复苏， 加上不少银

行在去年加大了不良暴露和处置力

度，进一步夯实了资产质量，今年的不

良预期普遍转向乐观。 光大银行副行

长姚仲友在业绩发布会上表达了对该

行

2021

年资产质量继续保持平稳的

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

中国经济复苏、基本面长期向好，疫情

期间， 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二是对过去几年

在资产质量管理方面做的工作有信

心， 风险抵御能力和资产质量基础都

得到了加强。 ”他表示。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资产质

量压力尚难说已到达拐点，疫情造成

的冲击还未完全释放，贷款延期和宏

观政策等对冲效应也进一步延缓了

存量不良的暴露。 “当前世界经济形

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变化和外部环

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恢复

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

衍生风险依然存在，银行资产质量管

控仍将面临挑战。 ”招商银行也在年

报中称。

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认为， 今年

信用卡风险仍然会处于相对高位。“我

们对信用卡客户准入、 信用卡贷款增

速都会做相应调整。 ”他在业绩发布会

上表示， 去年由于信用卡风险上升比

较大， 该行对信用卡的优质客户和优

质信用卡资产采取降息的方式， 适当

降低定价和贷款利率。

兴业银行风险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也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在

2020

年风

险充分暴露的基础上，预计

2021

年新

发生不良贷款将趋于缓和， 潜在风险

暴露压力主要是延期还贷和信用卡。

据兴业银行方面透露， 该行表内非信

贷资产主要关注企业信用债。“考虑到

部分资质一般的企业资金链较为紧

张， 其发行的债券存在一定的违约风

险， 将重点关注并主动优化债券投资

组合。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

许多银行高管也在自家业绩发布

会中透露了相关资产质量的压降计

划。 比如，交行方面表示，将动态优化

授信政策，调整和优化客户信贷结构；

综合运用各类风险处置手段， 加快存

量市场风险出清； 民生银行董事长高

迎欣也表示，今年继续加大现金回收、

不良贷款转让、核销力度，尽快出清问

题资产，

2021

年该行还计划在资产证

券化方面多做工作。

新重疾险短期销售承压

长期市场需求依然巨大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今年一季度， 重疾险的销售前高

后低。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来

自重疾险新规切换。 由于重疾险自

2

月份已经切换为新产品，

3

月份销售

并不太乐观。不过，保险业界对此有冷

静认识， 这是受特殊事件影响的特殊

情况， 长期看重疾险仍有巨大市场需

求。与此同时，业界将二季度视作打开

新重疾市场的关键时期。

一季度销售前高后低

回顾一季度的开门红时段， 虽然

目前官方数据尚未公布， 业内人士透

露的总体感受还是整体比较好， 但整

个一季度， 重疾险销量呈现前高后低

的态势。

从监管公布的前

2

个月数据看，

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费收入万亿大关

的突破，达到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9%

， 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较高增

速。此前的

1

月份，人身险公司保费收

入同比增长

13.5%

。

对于开年 “整体市场比较好”，多

位业内人士分析，这与

1

月

31

日重疾

险新规切换有关， 该事件极大触发了

市场的需求。 而

2

月份的增速维持较

高水平， 与去年同期受到疫情冲击致

基数较低有关。

进入

3

月份后， 随着开门红步入

尾声，叠加重疾切换的影响，保险销售

出现低量，重疾险销售面临压力。

招商证券非银一季报前瞻研报

认为， 市场对于保险板块二季度负

债端的表现过度悲观。 尽管

3

月以

来保险销售遇冷， 但可以理解为开

门红大跃进

+

重疾定义修改后的自

然脱力现象，皆为短期原因所致。 展

望二季度，销售环比将会显著改善，

且预计销售队伍的以新换旧将持续

助力销售改善， 再考虑到下半年基

数非常低， 新单销售将有望实现

U

型反转。

对于重疾险接下来的二季度，

保险公司给予了足够重视。 例如，新

华保险

4

月

9

日举行的

2021

年一季

度业务工作会议提出，二季度是打开

新重疾市场的关键时期， 打好二季

度是实现年度目标的唯一路径。 据

悉， 该公司一季度业务目标已全面

达成。

重疾险有巨大市场需求

对于

3

月份重疾险销售面临的

压力，保险业界有着理性的分析。 例

如，太保寿险拟任董事长潘艳红在中

国太保

2020

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由重疾新规切换的特殊事件所

激发的一种特殊现象。 从长期来看，

整个社会客户端对重疾保障的需求，

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主要有三大原

因：第一，现在重疾保障的平均保额

相对不足，与重疾真正达到保障目的

的需求相比，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客户对重疾险的需求内涵在不

断丰富和升级，从简单的重疾财务保

障，更多转变为对综合解决方案的需

求，包括院前、院后护理等多方面，这

是未来保险行业转型的一个很大的

方向；第三，重疾的客户需求也在分

层，比如目前对非标准体客户的健康

和重疾保障远远不够。

潘艳红认为，面对市场需求，最重

要的是， 保险公司要加快自身供给能

力的全面升级， 跟上客户重疾需求的

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银保监会向

保险公司发函， 就进一步丰富人身保

险产品供给征求意见。 本次意见稿提

及多个领域丰富人身保险产品的方

向，包括推进普惠保险快速发展、提高

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水平、 提高老年人

与儿童保障水平、 加大特定人群保障

力度等。

新重疾险有三大特点

的确， 重疾险的变化是今年保险

市场最主要的变化之一， 也将为未来

若干年重疾险产品的形态奠定基础。

自

2

月

1

日起， 重疾险产品全部为依

据新的重疾定义和新的重疾发生率表

而研发的新产品。

新重疾定义的主要变化包括，保

障范围方面，扩展了法定保障病种，主

要为重疾保障扩展至

28

种，新增

3

种

轻症赔付比例不超过

30%

，同时规范

了疾病定义；理赔标准方面，心脑血管

疾病变友好、恶性肿瘤则变严格，整体

赔付标准更清晰。

“过去老定义的重疾产品，其实已

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新定义下

的重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同质性比

较严重，基本上都是‘很全’的标配，责

任多样化、产品复杂化。 ”中再寿险总

经理田美攀

3

月底在中再集团

2020

年业绩发布会上介绍。 这种复杂性有

多重体现，比如，过去产品上的中症是

比较少的， 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产品责

任都包含轻症、中症、重症，“轻中重”

成了标配。

田美攀还表示， 新的重疾险第二

个特点是功能多样化。 现在的重疾险

不仅仅保障重疾， 有的加入了长期护

理保障，有的加了一系列的服务，比如

绿通、多学科会诊等；第三个特点是产

品模块化。一些公司开发了极简产品，

以附加险作为模块插入产品中， 满足

不同客户群的需要。

他表示， 总体上重疾产品的价格

出现个位数百分比的小幅上涨， 但保

障责任跟过去相比增加了不少， 所以

对于消费者来说， 新的重疾险产品还

是有一定吸引力。

长江证券

3

月份发布的调研报告

显示，新旧定义切换后，大公司和中小

公司产品性价比差异缩窄， 特色化逐

步显现，产品竞争力上升。展望后续的

行业发展， 产品创新是颇受重视的发

展变量， 将成为需求激发和竞争格局

改善的重要推动力。

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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