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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出席本次介绍会即意味着您同意受制于以下的限制。未能遵守以下限制可构成对有关证券法律的违反。

本演示材料中载列的资料及意见仅供您个人参考，应严格保密。本演示材料中载列的资料及意见未经独立核实。对于本演示材料中载列资料及意见的公平性、准确性、完
整性或是否正确，没有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无论明确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并且不应依赖本演示材料中载列资料或意见的公平性、准确性、完整性或是否正确。本演示
材料不是旨在提供，且您不可依赖本演示材料已提供，有关对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状况(财务或其他)、盈利、业务、业务前景、财产或运营结果的完整或
全面分析。本演示材料中载列的资料及意见按截至本演示材料之日期所提供，且有可能在不发出通知下进行更改。公司或任何其关联公司、顾问及代表均不对本演示材料
中载列之资料或意见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本演示材料中的任何差错或遗漏，或因使用本演示材料所引致的任何性质的损失承担任何性质的责任(无论是疏忽或其他)。
本演示材料不是，且不构成及不应视为是在任何司法辖区购买或认购公司或任何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证券(“证券”)的要约、邀请或建议或订立投资活动的诱导，亦不
构成任何上述要约、邀请或建议或订立投资活动诱导的其中一部分。本演示材料的任何一部分不应构成与证券有关的任何合同、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或就此对本演示材
料进行依赖。如您计划进行任何证券的买卖交易，您将对于您自己对市场及公司市场状况的评估负责，并且您须在上述交易时自行作出分析及对您作出的有关公司业务潜
在未来表现的看法负责。本演示材料不应作为税务、法律或会计建议、投资推荐、信贷或证券发行的其他评估，且不应就此依赖本演示材料。潜在投资者应向其税务、法
律、会计或其他专业顾问进行咨询。
本演示材料不得直接或间接在美国(包括其领土和属地、美国任何州及哥伦比亚地区)进行派发或派发至上述任何一处。证券未，且将不会根据经修订的《1933年美国证券
法》（“《证券法》”）或任何美国的州或有关司法辖区的证券法律进行注册，并且本演示材料不构成在美国境内或在注册或根据有关证券法律有资格前进行任何要约、
询价或出售为非法的其他司法辖区，进行出售的任何要约或购买或认购证券的要约邀请，或任何上述的其中一部分。根据《证券法》，未经注册或未获得有关注册要求豁
免，不得在美国境内发售或出售证券。公司不拟在美国境内或上述发售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任何其他司法辖区进行证券的任何公开发售。 
任何其他人不得使用或依赖本演示材料或将本演示材料用于其他目的，并且在没有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下，本演示材料不得进行复制、派发或引用。对公司或其子公司或关
联公司发行的任何证券的任何投资应仅基于就上述证券发布的最终发售文件。演示材料的收件人不可带走本演示材料或就此提供的任何其他文件材料。本演示材料的任何
内容，无论全部或部分，不可就任何目的直接或间接向任何其他人派发、进行刊发、复制或向任何其他人披露。在某些司法辖区派发本演示材料可能受到法律的限制，并
且演示材料的收件人应了解及遵守任何上述限制。本演示材料尤其不可带入或传至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及中国境内，但根据有关证券法律则除外。
本演示材料中的资料载列有反映出公司目前对未来和财务表现看法的前瞻性说明。上述看法基于多项的预估及目前的假设，而上述的预估及假设受制于业务、经济、竞争
方面的不确定性、或有事件的发生及各种风险。上述均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并且在许多情况中不受公司和其董事会的控制。就未来事件是否将发生或公司的假设是否
正确不能作出任何保证。实际结果可能与上述预测及预计存在有重大不同。 
本文件载有从独立第三方获得的数据及独立第三方的观点。就在本演示材料中采用上述数据，公司对于上述数据的准确性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在本演示材料中
采用任何第三方的观点不应视为公司同意或赞成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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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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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主要经营指标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率（%） 主要经营指标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

利息净收入 5,596 5,336 4.9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0.95 1.02 (0.07)

营业收入 7,274 6,538 11.3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9 15.54 (1.85)

拨备前利润 5,747 5,299 8.5 净利差 1.94 2.20 (0.26)

净利润 2,754 2,620 5.1 净利息收益率 2.06 2.31 (0.2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659 2,546 4.5 成本收入比 19.64 17.61 2.03

主要经营指标 2021年6月末 2020年末 变动率（%） 主要经营指标 2021年6月末 2020年末 变动

资产总额 606,553 561,641 8.0 不良贷款率 1.35 1.27 0.0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额 299,867 272,259 10.1 拨备覆盖率 247.82 309.13 (61.31)

负债总额 559,547 519,647 7.7 资本充足率 12.62 12.54 0.08

客户存款 339,824 314,500 8.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7 9.57 0.50

权益总额 47,006 41,994 11.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97 8.39 0.58

注：除特别注明外，本演示材料所列数据为国内会计准则口径数据。

（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经营指标



总体情况（续） 荣誉与奖项

在2021中国金融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中，
本行“风铃智评产业慧链系统”荣获“全场荣耀奖”

在第六届BDI2021亚太银行数字化创新博览会中，
本行“手机银行5.0项目”荣获“移动银行奖”

成功实现A股上市，成为长江经济带首家A+H上市城商行

连续6年跻身《银行家》全球银行前300强，位列239位，较上年提升10位

在第二届中小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优秀案例评选中，
本行荣获“IT架构创新优秀案例奖”和“营销创新优秀案例奖”

连续五年获得标普投资级评级，展望：稳定

被纳入富时罗素旗舰指数GEIS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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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国家战略，经营规模站上新台阶财务表现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带动作用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支撑作用

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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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08年设立成都分行

2010年设立贵阳分行

2011年设立西安分行

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为新时代重庆发展指明方向
重庆受益于国家战略决策，
发展前景广阔

资产总额

存款总额

贷款总额

532,222
561,641

606,5538.0%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302,851
314,500

339,824

265,089
283,227

310,116

8.1%

9.5%

（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持续优化，业务结构稳中向好财务表现

贷款占比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49.81%

50.43%
51.13%

61.59%

60.52% 60.73%

2020年6月末

存款占比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零售贷款占比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34.81%
34.32%

34.46%

储蓄存款占比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37.07%
38.74%

39.51%



营业收支提质增效，收益结构韧性充足财务表现

（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2019年1-6月 2020年1-6月 2021年1-6月

5,515

6,538
7,274

2,489

净利润

业务及管理费用

1,091

成本收入比

19.79%
17.61% 19.64%

11.3%

2,620

2,754

5.1%

2019年1-6月 2020年1-6月 2021年1-6月

2019年1-6月 2020年1-6月 2021年1-6月

1,151
1,429

24.1%

2019年1-6月 2020年1-6月 2021年1-6月



存量风险加快化解，资产质量稳步向实财务表现

（%）
拔备覆盖率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302.17%

309.13%

247.82%

不良贷款率

注：关注类贷款占比为关注类贷款占客户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的比例；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为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客户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的比例。

关注类贷款占比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逾期90天以上
贷款占比

1.24% 1.27%
1.35%

1.16% 1.02% 1.18%3.09% 2.96%
2.60%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资本补充有序推进，资本实力稳步增强财务表现

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12.84% 12.54%
12.62%

8.52% 8.39%

8.9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指标变动情况

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本行坚持内生积累为主、外源补充为辅，多渠道、

多方式筹措资本。上半年，通过A股IPO和利润

稳步增长，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优先支持零售、

小微等低资本消耗业务，增持利率债，促进资产

配置多元化，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0.58% 0.5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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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银行业务：竞争实力稳步提升，业务结构持续优化经营亮点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注：公司银行贷款未包含票据贴现。

公司银行贷款 公司银行存款

154,928

（人民币百万元）

164,661

185,31212.5%

173,416
178,659

186,5944.4%

全面推行客户分层管理，积极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项目落地，对京东方第六代LED生产线投产、自贡高铁

东站投用、重庆科学城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2021年上半年，大中条线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完成信贷投
放292亿，较去年同期多投放106亿元

客群方面

场景化现金管理服务，定制推广学校、商贸等资金管理方

案，正式上线运营票据池系统，智能管理企业票据，深入

推广“优优贷”产品，支持实体经济余额超百亿元

截至2021年6月末，全行绿色贷款余额176亿，增幅
22.2%

产品方面



公司银行业务：竞争实力稳步提升，业务结构持续优化经营亮点

重庆银行始终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主动采纳赤道原则，

成为国内第7家“赤道银行”，之后持续加大绿色金融研究，

主动对标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同时采纳赤道原则和欧

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等两大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充分体现

了本行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 根据清华大学研究显示，未来30年“碳中和”将为中国带

来超过130万亿的投资机遇
• 重庆正在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及气候投资试点，

将在全域大力发展低碳行业

发展基础更加扎实
本行将绿色发展纳入本行战略规划
构建包含四个层级的绿色金融发展组织架构
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推出“打造‘绿色方舟’，加快绿

色金融发展”三年实施规划

风险控制更加严格
本行主动采用国际化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
向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倾斜
绿色贷款不良率保持为零



小微银行业务：品牌产品推陈出新，普惠服务持续加强经营亮点

小微银行贷款

1000万元及以下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小微客户数

1000万元及以下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数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83,787 83,322

87,0204.4%

32,482
34,259

37,6149.8%

53,438
65,659

74,86114.0%

39,211
46,968

57,55022.5%

注：根据监管机构监管要求，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贷款余额及客户数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本行对2020年末、2020年6月末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人民币百万元、户）



小微银行业务：品牌产品推陈出新，普惠服务持续加强经营亮点

                         推出全市首款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精特新信用贷”

推出全市首款依托知识产权大数据的在线信贷产品“好企知产贷”

“两山两化-好企助农贷”被纳入“重庆市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银政联动，协调市经济信息委、文化旅游委、农业农村委，获取优化企业“白名单”

平台联动，依托“市文旅峰会”“市中小企业大会”等优势平台，触达优质客户

银担联动，协调市农业担保、小微担保等政府性担保机构，建设银担数据直通系统，成功落地全市首笔

“新农信贷直通车”贷款

重塑产品业务体系，推出9大客户服务特色标签

推动小微业务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品牌 
  方面

发布“重庆银行鏸渝金服”品牌

产品 
  方面

服务 
  方面



个人银行业务：市场占比再创新高，业务基础持续夯实经营亮点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2020年6月末 2020年末 2021年6月末

10.0%

112,262

10.2%个人银行存款个人银行贷款

92,291
96,526

106,168

121,826

134,282

增量创历史新高
个人按揭贷款较年初增长72.54亿元，增量创五年新高

存款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存款余额超1300亿元，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资产质量持续优良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主动加强线上贷款风控管理

储蓄存款占比持续攀升
储蓄存款占比2021年上半年末接近40%

（人民币百万元）



个人银行业务：市场占比再创新高，业务基础持续夯实经营亮点

• 丰富自营线上消费贷款“捷e贷”
产品体系，完成“凯源贷”等子产
品系统上线

客群方面

• 积极打造“渝乐惠”电子商城
线上“生活圈”，实现既“获
客”，又“活客”

• 做精高端客户、做细中端客
户、做强大众客户

• 贵宾客户、高净值客户增幅
双双超过10%

产品方面

• 致力打造“做市民身边的理财专
家”，形成“聚惠、金惠、财惠、
享惠”四大理财产品系列

场景方面

• 收单商户数量增长超过20%，
资金交易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金融市场业务：市场资质提档升级，交易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亮点

积极拓展
同业负债渠道

上半年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同业存款交易主体参与机

构资格，同业负债对手扩面增

量，同业负债成本稳步降低

稳步推进 
投资银行业务发展

上半年累计发行落地各种标准

化债券6笔金额45.2亿元，达

到交易商协会“B类独立主

承销商”验收标准

持续优化
同业投资结构

上半年增持利率债123亿元，

较年初增长28.58%，高等级

信用债和高流动性资产总

量持续增加

继续强化 
金融市场交易能力

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资金交易

金额比去年同期增134%



数字银行业务：创新手段广泛应用，支撑作用持续加速经营亮点

数字运营

新版手机银行、企业网

银、企业APP持续迭代

更新

企业网银交易笔数与交

易额同比增长43.0%、

51.4%，手机银行交易

笔数和交易额同比增长

28.6%、18.3%

“巴狮数智银行”作为

金融监管沙盒首批项目

之一获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

数字信贷

形成11个子产品的“好

企贷”系列产品，累计

服务近3万小微客户

“好企贷”荣获《银行

家》“十佳互联网金融

产品创新奖”等荣誉，

并入选重庆市智能化金

融重点项目

数字风控

构建由“关联慧查”“产业

慧链”“财务慧识”“数字

慧图”共同组成“风铃智评”

数字风控体系

“关联慧查”荣获“2021

中国优秀金融数字化创新案

例”

“产业慧链”模型荣获 

“2021中国金融数字科技

创新大赛全场荣耀奖”

数字资产管理

推进横跨15个部门、60

个系统的主数据项目，

统一规范全行客户信息

管理

荣获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颁发的“数据治理创新

奖”，成为10家获此殊

荣的金融机构之一



金融租赁业务：成渝双城深度融入，融物融资持续亮眼经营亮点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拔备覆盖率

不良贷款率

23,999 30,279

20,370 26,549

419
463

152
191

668.25% 798.80%

0.64%

0.51%

（人民币百万元、%）

积极参与“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2021年上半年

在川渝两地投放项目29笔，

金额54.11亿元

响应“碳达峰”“碳中

和”，实现“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首笔光伏

行业设备直租项目落户

四川乐山

助力乡村振兴，支持国家

农业产业化扶贫重点项目

“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工

程”在重庆丰都落地

成功发行“2021年第一期

重庆鈊渝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金融债券”，持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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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人才赋能、管理赋能、科技赋能”支撑体系建设赋能支撑

• 把加强人才工作作为落实“十四

五”规划的根本保障

• 设立重银大学，搭建人才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提升平台

• 加快培养金融科技、大数据、人

工智能、风控建模等重点专业领

域人才

人才赋能 管理赋能
• 夯实现代风险管理理念，稳步

推进风险管理体系改革

• 重塑评审架构体系，形成了以

大中贷审会为主，同业、小微、

个人贷审小组全力协同的

“1+3”总行级评审体系

科技赋能

• 重科技基础建设、抓科技创新改革、

推数字转型发展，推动由科技支撑

向科技引领转变

• 筹建集科技管理、研发创新、生产

运营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

• 推动发展人工智能、RPA机器人、C

链金融云服务平台、高性能数据仓

库等一批重点应用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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