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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 (3968 HK; 37 港元; 目标价: 48.5 港元)  
零售基础夯实  内生增长强化    
 
招行经营策略着眼长期、坚持稳健，持续夯实的零售基础提供内生增长动力；充足拨备亦有助财务应对上更加

从容，我们预计盈利增速曲线仍将高于行业。 
 
招商银行发布 2018年年报，归母净利润同比+14.84%、ROE同比上升 bp3bps至 16.57%，与业绩快报一致。

稳健业绩的背后，经营层面也在发生积极变化： 
 
资负管理能力持续优秀，2018Q4 息差环比上升 12bps 至 2.66% (公司披露口径)。全年利息净收入同比

+10.72%，其中 Q4 同比增速为 13.2%。1) 资产端灵活摆布，全年看零售贷款占比继续提升至 51.09%，Q4 则

加大同业拆出、债券等资产投放，推动利息收入增长。2) 负债端优化结构，一方面存款增长良好且结构改善，

活期存款占比达 65.34% (较年中升 3.86pcts)，另一方面在市场利率走低阶段适度吸收低息负债 (如四季度同业

存单新增 400 多亿)，均有利于息差表现。 
 
零售客群强化，夯实未来非息增长基础。全年非息收入同比+15.95%，主要得益于新会计准则实施带来的投资

收益等科目的高增。手续费净收入方面下半年有所放缓 (H2 同比-0.88%)，尤其是 Q4 放缓更明显 (同比-
8.07%)，主要受资管新规与理财新规落地、资本市场低迷等行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财富管理相关收入 (尤其

是理财)、代理业务收入增长乏力。但也应看到公司的零售客群基础仍在进一步夯实：1) 零售客户数达 1.25 亿 
(较年中+7.8%)；2) 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 APP 的 MAU 达到 8105 万 (较年中+51%)，且分别有 27%和 44%的

流量是来自非金融服务，意味着场景建设效果显著。2019 年随着政策与市场环境的改善，强大的客群基础有

望驱动非息收入实现较稳健的增长。 
 
资产质量处置力度明显加大，拨备覆盖水平再上台阶。Q4 不良再次“双降” (比率环比降 0.06pct 至 1.36%，

余额降 26 亿至 536 亿)。1) 风险暴露和处置均积极：测算 Q4 不良生成率 0.44%左右 (前三季度约 0.37%)，Q4
核销规模预计也是全年最高。2) 资产质量进一步夯实：逾期 90 天以上/不良贷款降至 78.86% (较年中降

1.53pcts)、不良+关注率降至 2.87% (较年中降 0.06pct，不良+关注余额降至 1129 亿)。3) 拨备充足优势继续

强化，Q4 信用成本有所上升 (测算为 1.6%，前三季度约 1.54%)，拨备余额环比增 88 亿至 1920 亿，拨备覆盖

率和拨贷比达到 358.18%和 4.88%，即便考虑宽口径的风险资产，拨备/ (不良+关注) 和拨备/ (贷款+表内非标

+理财非标) 也达到 170%和 4.25%；此外公司也开始针对表外预期损失计提减值准备，预计未来财务压力较

轻。4) 信用卡风险有效控制，不良率较年中下降 0.03pct 至 1.1% (同比持平)，不良余额略有增加主要是信用卡

贷款加大投放所致 (由于消费的季节性特征，往年均是下半年投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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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金融，“金融科技银行”效果初显。公司保持对科技领域的高度重视，2018 年信息科技投入 65 亿、

占营收比重达 2.78%  (同比高 0.46pct) (注：信息科技投入不仅包括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基金的投入，还包括其

他与金融科技相关的费用支出)。得益于此，“金融科技银行”建设初具效果，极大提升获客、风控、运营的效

率，如两大App月活快速增长，借记卡线上获客和信用卡数据获客占比达 17.9%和 61.2%，产业互联网布局助

力对公客户的开拓。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超预期下滑，导致资产质量大幅恶化。 
 
建议关注。招行经营策略着眼长期、坚持稳健，持续夯实的零售基础提供内生增长动力。此外充足的拨备亦有

助公司未来财务应对上更加从容，我们预计盈利增速曲线仍将高于行业。维持 2019 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EPS
预测 3.52 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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