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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为隶属于新加坡星展银行的在华全资子

公司。本行作为独立的法人银行设立于 2007 年，目前本行在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苏州、

广州、天津、南宁、东莞、杭州、重庆、青岛和西安共拥有 12家分行和 22家支行网点，向零

售、公司及金融机构等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及服务。         

    本行按照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原银监会”）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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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披露资本充足率

相关信息。本报告对下列内容提供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披露： 

• 风险管理 

• 资本构成，风险加权资产信息及资本充足率 

• 风险暴露及评估 

•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 

• 薪酬管理 

2. 风险管理 

2.1 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 

    根据本行的风险管理框架，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建立风险管理政策及程

序，制定风险限额指导风险管理。 

    本行管理层向董事会负责，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并遵循风险偏好限额。管理层层面的委

员会，包括资产负债委员会，风险执行委员会及其下设信用风险委员会、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委员会、操作风险委员会以及产品监督委员会, 获得授权对特定的风险范畴实施监督。 

    日常业务中，各业务部门须承担首要的风险管理责任。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与各业务部门

一起，及时向本行管理层提供主要风险敞口的评估及相应的管理措施。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

门提议与本行风险管理框架相符的风险偏好及其限额以及用于识别、衡量、分析和控制本行风

险的有关政策和程序。 

    合规部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全面协调合规风险的识别和管理，根据合规风险管理计划履行

职责，定期向高级管理层提交合规风险评估报告。合规部亦向本行管理层提供合规咨询、意见

和建议，支持业务合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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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部作为独立部门，负责对本行整体运营进行独立的基于风险的审计评价和监督，直线

向审计委员会，虚线向行长/行政总裁报告。年度审计计划按照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监管要求

方式拟定，内审范围涵盖对本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程序、治理框架和流程、相应责任履行水

平等的可靠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检查和评估。 

2.2 信用风险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识别和了解业务活动和交易中关键的固有风险，确保在本行风

险管理方法和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取得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信用风险是本行面临的最重大的可衡量风险，信用风险产生于本行各种业务类型的日常经

营活动，包括向个人、企业和机构客户的借贷风险以及外汇交易、衍生产品和债券的结算风险。 

   《集团信用风险管理政策》（中国附录）规定了信用风险的维度及其适用范围。高级管理

层为银行整体层面的信用风险管理设定了总体方向和策略。 

    本行在考虑本地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本地化了集团个人及企业核心信用风险政策。核

心信用风险政策提供了本行进行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原则。该政策辅以其他一系列操作

层面的标准和指引以确保在本行范围内执行一致的信用风险识别、评估、承担、衡量、报告和

控制。 

    本行的操作政策和标准为在本地化的核心信用风险政策范围内执行信贷准则提供更为详尽

的细节，并随着信贷环境和贷款组合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本行通过对企业客户的全面了解进行信用风险管理，例如客户开展的业务、于何种经济环

境下运营等；同时通过统计模型和数据分析来管理零售客户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等级的评定和信贷限额的设置是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流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行

采用一系列评级模型来为企业和零售投资组合的信用风险评级。 

    本行使用判断性信用风险模型和统计性信用风险模型对对公业务的借款人进行单独评估，

并由经验丰富的信用风险经理进一步审查和评估。他们在最终确定借款人风险时会考虑相关的

信用风险因素。零售风险敞口根据信用评分模型、信用记录、内外部获得的客户行为记录及银

行的风险接受标准（RAC）进行评估。信贷申请由业务部门提出，不满足 RAC 的申请由信用风

险经理进行独立评估。 

    本行采用 11 级内部评级系统衡量每位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同时，本行根据银保监会

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系统，用以衡量及管理本行信贷资产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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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集中度风险管理，本行的风险管理流程符合风险偏好，并确保本行的风险分布保持

在可接受水平。本行已设置了针对行业和地域的集中度限额；建立了管理流程定期监控风险敞

口，同时确保当限额被突破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纠正。 

信用风险报告包含行业分析、早期预警信号和观察名单中重点关注的信贷客户，报告被

上报至相关的信用风险委员会，评估形成所需策略和行动计划。 

信用监控部门确保本行承担的信用风险符合集团一致的信贷政策和标准。信用监控部门

负责激活已批准的额度，确保额度超限和政策例外已获得相应审批，执行信贷管理标准，确保

符合已订立的条款条件。 

2.3 市场风险 

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将市场风险控制银行可承受的合理风险偏好范围内并实现目标

收益。 

市场风险是指因为利率、汇率、股价、信用基差、商品价格以及与这些因素相关的风险因

子变化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本行市场风险敞口存在于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中。  

    根据《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本行每年对市场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重审，通

过制定《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市场风险管理标准》和《市场风险管理指南》，理顺市场风

险管理框架，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在全行内实施统一的市场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监控和

报告流程。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市场风险偏好和市场风险管理架构。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委

员会作为高级管理层评审平台，审查和指导市场风险承担水平的各个方面，包括限额管理、推

行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系统，并向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 

    本行使用风险价值(VaR)计量来预估因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潜在损失。这一计量方法是基于

过去 12个月的历史数据模拟并假设市场价格的历史变化能反映近期的盈亏分布。本行通过计

算 1天持有期和近似于 97.5％置信区间的尾部风险价值来限制和监控市场风险敞口。同时，

本行亦采用敏感度限额和管理层止损触发额作为风险控制手段的补充。 

    事后检验能验证风险价值模型的模拟预测准确度。本行目前采用标准法计算交易账簿所产

生的市场风险监管资本，因此风险价值模型的事后检验结果对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没有影响。 

    为了监控非预期但有可能发生的极端市场风险事件，本行定期对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进行

各类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包括真实历史压力情景和市场风险因子价格的假设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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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在银行业务活动中因内部流程不足或不完善、人为错误、系统故障、或外部

事件而导致的风险。本行的目标是，在考虑银行运营所处的市场环境、业务特性以及经济和监

管环境的基础上，将操作风险控制在适当水平。 

    本行操作风险委员会向风险执行委员会报告，并对全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程序、方法

和系统提供全面广泛的监督与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团队及主要业务

和支持部门的代表。该委员会定期审阅全行操作风险状况，审阅和批准操作风险政策以及这些

政策的修改。本行通过操作风险状况综合报告，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报告覆盖关键操

作风险领域和业务条线的操作风险的全面情况。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结构化、系统化和一致性地管理操作风险的总体方法。本

行建立了各项政策、标准、工具和方案以管理整个银行的操作风险，包括各监督和控制职能部

门制定的各项公司操作风险政策和标准。这些政策涵盖的风险涉及科技、合规、欺诈、洗钱、

恐怖主义融资和制裁、新产品、外包和合作伙伴。 

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系统是识别、评估、监控、管理和报告操作风险不可缺少的部分。 

各部门根据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和政策对涉及产品、流程、系统和业务活动的日常操作风险进行

管理。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团队及其他监督和控制职能部门需保证以下任务的执行： 

• 对操作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监控； 

• 评估各部门主要操作风险问题； 

• 向有关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报告及/或上报主要操作风险，提供适当的风险

缓释策略建议。 

    本行使用综合的风险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系统，并采用三道防线统一的风险评估方法，

统一分类标准和流程。 

本行使用多种工具管理和控制操作风险，包括风险及控制自我评估、操作风险事件管理及

关键风险指标监控。风险及控制自我评估运用于各业务、支持部门，以识别主要操作风险，评

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当识别到内部控制问题后，各部门制定整改计划并跟进问题的解决。 

操作风险事件类别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划分。这些事件，包括任何可能影响本行声誉的重大

事件，必须根据既定标准予以上报。银行采用设有预警界值的关键风险指标进行前瞻性的风险

监控。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监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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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还建立了各项专题风险的管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科技风险 

    本行通过全面科技风险方法管理信息科技风险，包括风险识别、评估、缓释、监控和报

告，并通过适当的风险治理架构，信息科技政策和标准，控制流程和风险缓释方案来予以支

持。 

    网络安全风险是本行持续重点关注的一类风险。本行投入大量资源来保护和提高计算机系

统、软件、网络和其他技术资产的安全性。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也采用类似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

方法进行管理，涉及所有业务条线。 

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没有遵循法律、监管要求、行业规则和准则或金融业业务标准而

无法成功开展业务的风险。 

    这包括适用于银行或其他金融业务许可和开展的法律和法规，以及金融犯罪相关的法律和

法规，例如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欺诈和贿赂/腐败。本行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及相关制度

和管控措施以识别、评估、衡量、缓释及报告此类风险。 

    为防范金融犯罪和制裁风险，本行制定了最低标准来管理业务和支持部门实际及/或潜在

的风险。此外，还制定了欺诈风险管理标准和程序，向各部门及分支行提供关于欺诈以及相关

问题的管理方法。 

本行还提供相关培训以保证流程合规。我们坚信有必要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下开

展和推动强有力的合规文化建设。 

新产品、外包和合作伙伴风险 

各项新的产品、服务、外包安排或合作伙伴必须通过风险审核及审批程序。现有产品或服

务、外包业务以及合作伙伴的变更都需要通过类似的审查程序。 

其他缓释方案 

    本行已制定完善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方案，以确保非预期事件或业务中断情况发生时基本银

行服务仍能继续，其中包括危机管理计划用以快速应对和管理事件。本行每年进行演练，模拟

不同的情景测试业务连续性计划和危机管理计划。这些演练的有效性，以及本行业务连续性的

准备情况和合规情况每年由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并审阅。 

    根据集团保险计划，本行向第三方保险公司购买全行范围保险，以缓解特定非预期和重大

事件的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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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来自客户存款取款，资金拆借到期还款和对客户贷款承诺的履约责任。本行力

求在正常和不利情况下具备充足的流动性抵补能力，通过多样的融资渠道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

弥补银行在不同生存期间内可能的现金流缺口。  

    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本行每年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重审，通过

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流动性风险管理准则》和各项流动性风险管理标准，建立了

流动性风险综合管理方法和全方位的战略战术。为了应对潜在或实际的危机事件，本行还制定

了《流动性应急计划》和《业务恢复计划》，确保银行在压力情景下能采取相应措施维持流动

性。 

    依据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本行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委员会是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首要负责部门，向本行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负责: 审

批资产负债结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负债与资金来源的策略，监督资本管理，以及管理和审

查结构性利率风险和非交易性外汇风险敞口。 

    管理流动性的主要方法是在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预先设定的流动性风险容忍度范围内，

定期对正常市场情景和压力情景下的现金流到期错配进行分析，评估流动性风险敞口抵补能力

的充沛程度，以应对未来的现金流缺口。为确保流动性管理符合银行风险偏好，本行预先设定

了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的核心参数，如情景类别、生存周期和高质量流动资产的最低持有量。

当出现流动性风险敞口超出风险抵补能力的情况时，本行将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相关风险管理

委员会对其进行评估。 

    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如各类流动性比率和资产负债分析，是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的辅助

工具。本行定期监控和追踪流动性风险控制措施的使用和变动情况，以便深入了解流动性状

况，更好地管理流动性。本行的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净

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各类集中度指标，如存款集中度、批发融资比率和资金互换内

部阈值等。 

2.6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利益相关者对本行的任何负面看法而严重影响本行股东价值（包括盈利

和资本）的风险。这影响到本行建立新的客户关系或服务，服务现有客户关系，并继续获得资

金来源的能力。声誉风险通常发生在其他风险管理不善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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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将声誉风险视为任何未能管理我们日常活动/决策中的风险以及运营环境变化而造成

的结果。这些风险包括： 

• 财务风险（信贷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 

• 固有风险（操作风险和业务/战略风险） 

本行采用四步方法进行声誉风险管理，即预防、识别、上报和响应声誉风险事件。声誉

风险是由于管理其他各类风险类型失误而造成，在各类风险类型政策中都有关于这些风险的定

义和原则的阐述。声誉风险的管理通过建立健全企业价值来加强，企业价值反映了本行贯行的

道德行为和做法。 

本行制定了相关政策，以保护本银行品牌的一致性，并保护银行的企业形象和声誉。 

根据各种风险政策，本行建立了一系列持续风险监控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风险限额，

关键风险指标和其他运营指标等形式，还包括定期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流程。除了内部监测，

外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警示也是识别潜在声誉风险事件的重要来源。此外，本行还建立了媒

体沟通、社交媒体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政策，以保护本行的声誉。另外还有上报和响应机制

以管理声誉风险。 

各类风险政策管理各自的风险类型，而声誉风险政策尤其侧重于本行的利益相关者对本

行如何管理其声誉风险之看法。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投资者、评级机

构、商业联盟、供应商、工会、媒体、公众、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以及本行的员工。 

本行认识到，通过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参与而创造的共享价值意识对于本行的品牌和

声誉至关重要。 

各部门负责声誉风险的日常管理，并确保建立流程和程序以识别、评估和应对这种风

险。本行建立了社交媒体监测流程以收集针对本行的负面评论。影响本行声誉风险的事件也包

括在本行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委员会的风险报告中。 

3.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行按照原银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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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星展（中国）法人

口径数据，即包括星展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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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本构成及风险加权资产信息 

4.1监管资本与资产负债表的对应关系 

    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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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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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 资本构成和资本充足率 

    下表列示了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行的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情况：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 800,000 

资本公积 3,346 

其他综合收益 124 

盈余公积 42,321 

一般风险准备 145,040 

未分配利润 206,808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197,640 

    

其他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净额 1,197,640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40,296 

二级资本净额 40,296 

    

总资本净额 1,237,936 

    

总风险加权资产 9,304,362 

    

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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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 

资本充足率 13.3% 

    

银保监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其中: 储备资本要求 2.5%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资本充足率 10.5% 

    2020 年本行实收资本无变化，无分立与合并事项，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本行于 2020 年

12月 17日赎回了 2015年发行的人民币 20亿元二级资本债。 

4.3 资本扣除项目及门槛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超出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0％的资本扣除

项目部分，应从各级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合并范围以外对

其它金融机构的少数资本投资。 

具体的资本扣除项目及门槛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适用门槛扣除的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门槛 与门槛的差额 

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

本投资，其中： 

-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0% 

119,764 

 

119,764 

 

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其他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

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 

-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0% 

119,764 119,764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

递延税资产 

61,063 119,764 58,701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

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

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

延税资产未扣除部分 

-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5% 

179,646 17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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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超额

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 

人民币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88,565 

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 48,269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0,296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100,972 

与上限的差额 60,676 

 

4.5 风险加权资产 

    本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基本指标法计量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具体数额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信用风险 8,118,021 

市场风险 672,853 

操作风险 513,488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9,304,362 

 

5. 风险暴露及评估 

5.1 信用风险 

5.1.1 信用风险暴露 

    本行采用11级评级系统衡量每位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同时，本行根据银保监会的《贷

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系统，用以衡量及管理本行信贷资产的质量。关于

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等信息请参见本行发布的2020年度报告。 

按风险权重档次划分的风险缓释前、后的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缓释前) 风险暴露(缓释后) 

0%             2,743,253               2,743,253  

2%             2,092,273               1,713,491  

20%              236,432                19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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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74,516               1,484,562  

50%               419,929                419,929  

75%                64,205                  59,038  

100%             7,049,940               6,930,597  

>100%                 70,012                  70,012  

 合计             14,650,560             13,617,711  

 

    按资产类别分类的风险缓释前、后的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类别 风险暴露(缓释前) 风险暴露(缓释后)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     

现金类资产 1,062,571  1,062,571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

权 
825,674  825,674  

公共部门实体债权 64,157  64,157  

金融机构债权 3,914,392  3,845,337  

一般企业债权-小微除外 3,679,429  3,598,088  

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债权 25,992  20,824  

个人债权 438,083  438,083  

其他 201,197  192,647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合计 10,211,495  10,047,381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     

开出信用证  64,483   64,483  

备用信用证  364,249   364,249  

开出保函  117,536   117,536  

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  122,473   122,473  

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164,348   164,348  

信用证保兑  563   563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合计 833,653  833,65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场外交易 1,014,121  1,014,121  

证券融资—回购 916,357  47,622  

中央交易对手 1,674,934  1,674,93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3,605,413  2,736,678  

      

总计 14,650,560  13,61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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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分类的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东部            8,852,440  

南部               620,627  

西部               211,915  

北部               621,659  

预期信用损失             (95,147)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余额          10,211,495  

 

按期限分类的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未定期限               814,605  

即期偿还               671,793  

一个月以内               986,733  

一个月至一年            4,198,577  

一年以上            3,574,225  

逾期                 60,708  

预期信用损失                 (95,147)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余额          10,211,495  

 

5.1.2 信用风险缓释 

    在可能的情况下，本行获取担保品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保障。担保品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可

变现债券、房地产、应收账款、存货及机器设备和其他实物及/或金融类抵押物。本行设立了

相关的政策以确定是否为信用风险缓释的合格担保品，包括特定种类的担保品作为合格有效担

保品需符合的最低要求。关于抵押品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本行发布的 2020年度报告。 

    本行信用风险缓释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主体类别 质押 保证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77,605  -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现金  59,152  -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   553  

我国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   6,602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

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   1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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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

权 

现金  2,235    -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

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   2,933  

表内信用风险缓释小计   138,991  25,122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缓释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262,111  -   

我国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116,670  -   

评级 AA-以上（含 AA-）的国

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

行 

489,954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缓释小计  868,736 - 

合计   1,007,727  25,122  

 

5.2 市场风险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行按照标准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人民币 5.38亿元，

本行交易账簿市场风险 2020 年末和年度平均尾部风险价值数值（基于 97.5%的置信水平）如

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平均 

尾部风险价值 1,021 1,069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各项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一般市场风险  50,993  637,409  

      利率风险  39,905  498,817  

      外汇风险  10,840  135,503  

      期权风险  247  3,089  

 特定风险  2,632  32,905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203  2,539  

 总额  53,828  672,853  

 

5.3 操作风险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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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          41,079            513,488  

 

5.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产品的结算前风险来自于交易对手的潜在违约行为，基于其市价估值与剩余期限内的

潜在风险敞口衡量，同时纳入本行对交易对手的总体信用额度进行管理。 

    本行积极监控和管理对场外交易(OTC)对手的风险敞口以便在交易对手违约时保护本行的

利益。可能受到市场风险事件不利影响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会被识别、审查以及采取一定的管

理行动，并上报至相关风险委员会。 

    就衍生品、回购和其它与金融市场交易对手的回购类型的交易，担保安排通常由市场标准

文件覆盖，例如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以

及主回购协议。获取的担保品按照本行与交易对手协商的频率进行定期估值且须符合本行有关

合格担保品的内部指引。当交易对手违约时，如果交易对方所在司法管辖区认可净额结算，则

信用风险敞口按照净额结算方式计算。 

    获取的担保通常由主要币种货币和高评级政府或准政府债券组成。逆回购交易仅针对具有

良好信贷条件的大型机构。本行对担保品使用扣减率以确保信用风险的缓释与担保品有效价值

相当。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违约风险加权资产 
1,014,121  

502,480  

信用估值调整风险加权资产 178,026  

证券融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916,357  1,186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 1,674,934  146,630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3,605,413  828,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B6%E8%A1%8C%E9%97%B4%E5%B8%82%E5%9C%BA%E4%BA%A4%E6%98%93%E5%95%86%E5%8D%8F%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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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主要源于管理零售银行及企业银行资产负债利率风险所产生的

头寸，为获取收益/长期资本收益/流动性管理而持有的债券投资、同业拆借以及银行自身发行

的金融债和大额可转换存单等。重要币种为人民币和美元。 

    本行根据(1)固定利率产品的到期日；(2)浮动利率产品的利率重定价日；以及(3)无到期

日存款的假设（隔夜或 1个月）计算利率重定价风险敞口。无到期日存款的重定价日假设是根

据客户行为对市场价格变动的敏感性而设定的，每年对其进行重审。 

    本行采用尾部风险价值和净利息收入变动分别按周和按月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进行监

控。 

    下表分析是基于 2020年末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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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所载方法计算而成。 

人民币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利率变动情景 人民币 美元 

经济价值变动 平行上移100基点 -58,254 -50 

平行下移100基点 61,106 -27 

净利息收入变动 平行上移100基点 14,886 1,731 

平行下移100基点 -14,886 -1,731 

 

6.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ICAAP） 

    ICAAP 是本行资本管理和规划的重要手段。本行依据监管和内部资本管理和目标的要求，

预测基础情景和不同压力情景下本行未来三年的资本需求和资本供给。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治理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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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理政策，风险偏好和风险评估，以及三年资本规划报告由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

风险执行委员会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经本行董事会最终批准后于次年四个月内上报

银保监会。 

资本管理政策 

    本行资本管理政策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并参考集团管理要求制定。资本管理政策阐述了

资本管理和资本规划的要求，目标资本水平和股利政策。该政策下的资本管理标准是对实现资

本管理目标流程及方式的详述。资产负债委员会监督资本管理并定期审阅。 

风险偏好和风险评估 

风险偏好陈述是在考虑本行战略和业务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对本行承受风险的种类、质

量及数量的总述。风险评估报告详述了本行各类风险的治理框架、政策和流程。 

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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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情景和宏观经济变量参数由集团内经济学家制订，并由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批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压力测试环节根据宏观经济变量参数测算在轻、中、重三种压力情

景下的资本需求及供给。 

三年资本规划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首先需要制订压力情景和宏观经济变量参数，再通过未来三年财务

数据预测及风险评估得到基准和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和优化资本

结构；若预计压力情景下的资本供给可能不足，本行会考虑运用应急资本管理措施来扭转不利

情形以满足监管和内部的资本管理目标和要求。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独立审查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需经过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审查，确保其符合《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及本行相关政策的要求。   

7. 薪酬管理 

基本宗旨 

    本行的薪酬制度旨在建立一个薪酬框架，用于吸引和保留人才、激励员工，并结合星展集

团（简称“集团”）制定的风险管控制度搭建长期有效的绩效奖励机制，倡导与绩效挂钩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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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文化。本行的整体薪酬一直秉持遵循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及当地

相关监管机构制定的准则和指引的基本宗旨，并充分体现集团核心价值观和相关员工行为管理。 

    基本薪酬原则如下： 

主要原则 内容 

薪酬应切实挂钩绩效 ▪ 贯彻实施以绩效为主的薪酬文化 

▪ 确保整体薪酬方案与公司长短期业务目标紧密联系 

▪ 通过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可持续的业务发展

目标并体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薪酬应具有市场竞争力 ▪ 注重与本地市场上相类似的其它金融机构在整体薪酬上的竞争

力 

▪ 同时强调对优秀员工的薪酬差异化，使得其在本地市场上保有

一定的领先优势 

薪酬应紧密结合风险管控 ▪ 强调星展审慎风险和资本管理原则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 依据公司长期业务目标综合考量薪酬激励的支付、递延和扣回

等安排 

▪ 销售业绩奖金设计着重鼓励正确的销售行为 

 

 

薪酬管理 

    本行董事会下设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下称“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薪酬政策等事项。

本行薪酬委员会由三位董事组成，主席由独立董事担任。2020 年，召开了 2 次薪酬委员会会

议。薪酬委员会成员里除独立董事外，其他委员不从本行领取薪酬。 

    2020年，本行董事（独立董事及非执行董事）薪酬总额为 171.9万元，本行监事未在本行

领取监事费或其他薪酬福利。 

    薪酬委员会具体负责依据星展集团薪酬政策和框架，就与本行员工相关的薪酬管理制度和

政策进行审核，并负责审议全行绩效考核的总体结果及相应绩效薪酬预算等事项；重点审议风

控指标、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管理行为以及尚未确定的预期收入所进行的年度绩效薪酬调整；以

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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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薪酬组成 

    整体薪酬的组成要素、目标和具体实施内容见下表： 

薪酬要素 目标 具体实施内容 

基本工资 ▪ 确保在同类型的金融机构

中保有一定的竞争力  

 

▪ 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员工本

身的职业技能和经验，集合

岗位职责和员工表现制定合

理的基本工资 

▪ 基本工资一般一年调整一次 

现金激励及递延薪酬 ▪ 整体薪酬的必要组成且与

业绩紧密挂钩 

▪ 倡导员工对于股东和各利

益相关方长期利益和价值

的创造 

▪ 与各个风险时点管控保持

一致 

▪ 在分配过程中不仅关注个人

业务表现，也结合整体业务

部门，地区，国家乃至整个

集团的整体业绩 

▪ 绩效评估紧密结合年度绩效

评分卡 

▪ 激励水平超过一定额度后，

超出部分将按照20% - 60%的

水平进行递延 

▪ 在本行，根据本地监管要求

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

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其

可变薪酬将递延至少40%。 

薪酬委员会将对递延门槛以

及递延比例进行定期审议和

核准。 

 

绩效薪酬核定 

基于本行“重绩效、强风控”的薪酬框架，绩效薪酬额度核定综合考量了各个部门的实际

需要，又体现了星展的整体业绩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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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流程 核定要求 

绩效薪酬总额 ▪ 本行年度绩效薪酬总额充分结合了同期市场情况以及下列因素

的影响： 

– 主要年度风险指标的完成情况 

– 员工和股东之间利益分配 

 

部门绩效薪酬的分配 ▪ 本行行长基于对各个部门业绩评估结果分配各个部门的绩效 

▪ 同时，充分结合审计、合规和风控部门提供的相关风险的有效

反馈综合进行调配 

员工绩效薪酬的分配 ▪ 部门经理将由根据部门内各个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评估结果进行

进一步的分配 

▪ 每个员工的绩效薪酬是基于其个人对于年度个人绩效评估以及

对公司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执行情况综合决定 

    

    本行内审部门、合规部门和风控部门员工的绩效薪酬将按其各自年度指标完成情况独立考

核，不受其管控的相关业务部门业绩表现的影响，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 

销售人员激励方案强调与客户发展互惠共赢的长期关系而非关注短期收入。其业绩目标中

也包含了非财务指标，例如客户评价，风险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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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薪酬 （股权激励） 

递延方案目标 具体内容 

▪ 创建一种员工股东利益

一体化的文化 

▪ 使得员工可以共享星展

集团的进步和成绩 

▪ 保留人才 

▪ 员工股权激励由两部分组成，即，基本激励和留用奖励 

▪ 留用奖励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留住优秀员工，一般为为全部

基本奖励股份数量的20％ 

▪ 递延薪酬将通过四年归属期发放，员工离职时未归属部分即

刻失效，除非发生员工死亡等特殊情况 

▪ 在公司担任助理经理至副总裁职级的员工也可通过股权激励

计划获得股份，其主要目的是留才。 

归属时间表 追索及扣回 

基本激励 

▪ 其中 33％将在授予日的

两年后兑现 

▪ 另外 33％将在授予日的

三年后兑现 

▪ 剩余的 34％将在授予后

的第四年兑现 

留用奖励 

▪ 都将在授予后的第四年

100% 兑现 

如有以下情况，所有未归属的股权激励，包括留用奖励，均可被

追索、扣回： 

• 严重违反公司风控制度 

• 集团财务报表或其他主要业绩指标的重大调整 

• 由于个人过失、疏忽、有意或无意涉险或其他个人不当行为

对集团造成重大损失的 

• 违纪违规或欺诈 

 

该机制的时效为递延股权授予日后的7年。 

 

    销售奖金超过一定金额后也会按比例递延发放，通过三年归属期发放，留用奖励为全部奖

励的 15%。  

本行也将根据本地市场发展和人才竞争状况，给予部分员工留才股票。该留才股票同样适

用上述兑现时间表和机制。 



23 
 

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星展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包含行长、副行长、首席风险控制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

务官、首席信息官、合规主管、内审主管、公司银行部主管、个人银行部主管、财资部主管、

全球业务服务部主管等。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的薪酬 

    星展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在 2020年度的薪酬情况如下： 

•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为 19 人(包括离任、调任、转

调人员) 。 

• 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工资津贴总额为5240万

元人民币，没有需要支付离职金的情形出现。 

• 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可变薪酬总额为3090万

人民币，其中未受限绩效薪酬总额为 1742 万人民币（于 2021 年 2 月支付），以递延方式

授予且尚未发放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1348万元（包括 861万人民币递延股票和 487万

人民币递延现金）。 

• 2020年度未发生绩效薪酬的止付，延期追索和因故扣回。 

 

经济、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完成考核情况 

    本行总体达成本行经济指标，具体财务数据可参见星展中国 2020 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本行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市场的变化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机制，确保已建立好的风险治

理及管理架构有效地运行。2020年度，本行已完成风险指标。        

    2020年度，本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完成可持续发展指标，具体参见本行企业社会责任章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