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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及及及及2014年回顾年回顾年回顾年回顾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澳新银行澳新银行澳新银行澳新银行”)

中国境内全资子行中国境内全资子行中国境内全资子行中国境内全资子行，，，，于于于于2010年年年年10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作为澳大利亚在华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在华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在华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在华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澳新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澳新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澳新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澳新银行在中国的发展

已超过已超过已超过已超过28年年年年，，，，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4年底澳新银行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本地注册的澳大利亚银行年底澳新银行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本地注册的澳大利亚银行年底澳新银行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本地注册的澳大利亚银行年底澳新银行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本地注册的澳大利亚银行，，，，澳新中国也是唯一获准澳新中国也是唯一获准澳新中国也是唯一获准澳新中国也是唯一获准

在中国境内为个人及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外币和人民币服务的澳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为个人及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外币和人民币服务的澳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为个人及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外币和人民币服务的澳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为个人及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外币和人民币服务的澳资银行。。。。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澳新中国的分支网络已经覆盖北京澳新中国的分支网络已经覆盖北京澳新中国的分支网络已经覆盖北京澳新中国的分支网络已经覆盖北京、、、、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成都和重庆等主要城市成都和重庆等主要城市成都和重庆等主要城市成都和重庆等主要城市，，，，并将继续在中国西并将继续在中国西并将继续在中国西并将继续在中国西

部主要地区和在三个经济高增长区域部主要地区和在三个经济高增长区域部主要地区和在三个经济高增长区域部主要地区和在三个经济高增长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渤海湾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渤海湾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渤海湾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渤海湾地区））））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进一步拓展我们的

银行业务银行业务银行业务银行业务。。。。 

 

2014年澳新中国大事纪年澳新中国大事纪年澳新中国大事纪年澳新中国大事纪 

3月月月月，，，，澳新中国获批成为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直接交易做市商澳新中国获批成为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直接交易做市商澳新中国获批成为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直接交易做市商澳新中国获批成为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直接交易做市商 

4月月月月，，，，澳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支行成立澳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支行成立澳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支行成立澳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支行成立 

5月月月月，，，，澳新中国成都分行开幕暨澳新银行全球董事会在成都召开澳新中国成都分行开幕暨澳新银行全球董事会在成都召开澳新中国成都分行开幕暨澳新银行全球董事会在成都召开澳新中国成都分行开幕暨澳新银行全球董事会在成都召开 

10月月月月，，，，澳新银行持续赞助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并且在中国持续开展青少年网球培训项目澳新银行持续赞助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并且在中国持续开展青少年网球培训项目澳新银行持续赞助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并且在中国持续开展青少年网球培训项目澳新银行持续赞助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并且在中国持续开展青少年网球培训项目 

 

澳新银行是澳大利亚前四大银行之一澳新银行是澳大利亚前四大银行之一澳新银行是澳大利亚前四大银行之一澳新银行是澳大利亚前四大银行之一，，，，也是新西兰最大的银行也是新西兰最大的银行也是新西兰最大的银行也是新西兰最大的银行，，，，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4年底年底年底年底，，，，澳新银行营业网络遍及澳新银行营业网络遍及澳新银行营业网络遍及澳新银行营业网络遍及15

个亚洲市场以及个亚洲市场以及个亚洲市场以及个亚洲市场以及12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澳新银行致力于成为澳新银行致力于成为澳新银行致力于成为澳新银行致力于成为““““亚太区卓越顶尖的区域性银行亚太区卓越顶尖的区域性银行亚太区卓越顶尖的区域性银行亚太区卓越顶尖的区域性银行””””，，，，是目前是目前是目前是目前

亚洲最大的澳大利亚银行亚洲最大的澳大利亚银行亚洲最大的澳大利亚银行亚洲最大的澳大利亚银行。。。。2014年格林威治企业银行调查中年格林威治企业银行调查中年格林威治企业银行调查中年格林威治企业银行调查中，，，，澳新银行被评为澳新银行被评为澳新银行被评为澳新银行被评为““““亚洲前四大企业银行亚洲前四大企业银行亚洲前四大企业银行亚洲前四大企业银行””””，，，，

在全球有在全球有在全球有在全球有1165个分支机构个分支机构个分支机构个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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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公司基本信息公司基本信息公司基本信息公司基本信息 

(一一一一) 法定中文名称法定中文名称法定中文名称法定中文名称 ：：：：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亚和新西兰银行亚和新西兰银行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法定英文名称法定英文名称法定英文名称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 ( China ) Company                            

                      Limited 

(二二二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Gilles Planté  

(三三三三) 注册地址注册地址注册地址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66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15楼楼楼楼、、、、17楼楼楼楼和和和和12楼楼楼楼B单元单元单元单元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200120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86 21 6169 6001 

零售咨询热线零售咨询热线零售咨询热线零售咨询热线：：：：400 920 8880 /+86 21 61696127 

零售投诉热线零售投诉热线零售投诉热线零售投诉热线：：：：800 820 7072 /+86 21 61696127 

网网网网    址址址址  ：：：：www.anz.com.cn 

(四四四四) 其他相关信息其他相关信息其他相关信息其他相关信息 

 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成立日期 ：：：： 2010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16日日日日 

 登记机关登记机关登记机关登记机关 ：：：：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310000400631456 （（（（市局市局市局市局））））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4500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股东股东股东股东（（（（发起人发起人发起人发起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股东持股情况股东持股情况股东持股情况：：：： 100%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经营范经营范经营范围围围围：：：： 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 

吸收公众存款吸收公众存款吸收公众存款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发放短期发放短期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中期和长期贷款中期和长期贷款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办理票据承兑与贴办理票据承兑与贴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现现现；；；；买卖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金融债券金融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

券券券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代理买卖外代理买卖外代理买卖外代理买卖外

汇汇汇汇；；；；代理保险代理保险代理保险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提供保管箱服提供保管箱服提供保管箱服

务务务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涉及涉及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税务登记证号税务登记证号税务登记证号码码码码 ：：：： 310043561913643 

 审计师审计师审计师审计师 ：：：：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上海分所上海分所上海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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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财务状财务状财务状财务状况摘要况摘要况摘要况摘要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2012012012014444年末年末年末年末，，，，我行资产总额合人民币我行资产总额合人民币我行资产总额合人民币我行资产总额合人民币439.58439.58439.58439.58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各项贷款和垫款各项贷款和垫款各项贷款和垫款各项贷款和垫款((((原值原值原值原值))))合人民币合人民币合人民币合人民币140.29140.29140.29140.29亿元亿元亿元亿元；；；；负债负债负债负债

总额合人民币总额合人民币总额合人民币总额合人民币333387.0287.0287.0287.02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其中各项存款合人民币其中各项存款合人民币其中各项存款合人民币其中各项存款合人民币177.55177.55177.55177.55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12012012014444年实现年实现年实现年实现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收入合人民币收入合人民币收入合人民币收入合人民币13.4013.4013.4013.40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净利润合人民币净利润合人民币净利润合人民币净利润合人民币3.273.273.273.27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在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在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在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在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我行各项监管指标良好我行各项监管指标良好我行各项监管指标良好我行各项监管指标良好，，，，其中资本充足率为其中资本充足率为其中资本充足率为其中资本充足率为

14.14.14.14.01010101%%%%，，，，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人民币业务人民币业务人民币业务人民币业务))))为为为为44.3144.3144.3144.31%%%%，，，，不良资产不良资产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率为率为率为0.11%0.11%0.11%0.11%。。。。    

 

 2014年年年年 2013年年年年  

 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元 变动百分比变动百分比变动百分比变动百分比    

盈利能力盈利能力盈利能力盈利能力                

营业收入总额 1,340.04  832.42  60.98% 

净利润 327.03  90.28  262.22% 

资产负债状况资产负债状况资产负债状况资产负债状况          

各项贷款和垫款(原值) 14,028.60  15,728.62  -10.81% 

资产总额 43,958.33  42,272.43  3.99% 

各项存款 17,755.33  21,710.31  -18.22% 

所有者权益总额 5,256.01   4,905.92   

主要比率主要比率主要比率主要比率         

存贷比(人民币业务)  44.31% 44.76%  

成本收入比率 52.67% 82.47%  

流动性比率 100.18% 166.84%  

资本充足率 14.01% 14.22%  

 

*注：成本收入比率 = 业务管理费 / 营业收入总额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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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风险管理信息风险管理信息风险管理信息风险管理信息 

(一一一一) 公司业务信贷风险公司业务信贷风险公司业务信贷风险公司业务信贷风险 

1.  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的监管情况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的监管情况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的监管情况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的监管情况 

 

我行董事会负责银行总体风险偏好我行董事会负责银行总体风险偏好我行董事会负责银行总体风险偏好我行董事会负责银行总体风险偏好，，，，审查和批准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战略审查和批准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战略审查和批准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战略审查和批准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战略。。。。信贷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决定信贷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决定信贷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决定信贷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决定

授权给首席风险官及相关信贷风险管理职能的行政人员授权给首席风险官及相关信贷风险管理职能的行政人员授权给首席风险官及相关信贷风险管理职能的行政人员授权给首席风险官及相关信贷风险管理职能的行政人员，，，，以确保银行日常信贷管理决策机制的独立以确保银行日常信贷管理决策机制的独立以确保银行日常信贷管理决策机制的独立以确保银行日常信贷管理决策机制的独立。。。。 

 

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下设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二级风险管理委员会，，，，即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层即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层即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层即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协助董事协助董事协助董事协助董事

会和高级管理层有效执行其对信贷风险会和高级管理层有效执行其对信贷风险会和高级管理层有效执行其对信贷风险会和高级管理层有效执行其对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合规风险合规风险合规风险、、、、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和和和和

声誉风险的监督管理声誉风险的监督管理声誉风险的监督管理声誉风险的监督管理，，，，确保法人银行的风险管理架构的确保法人银行的风险管理架构的确保法人银行的风险管理架构的确保法人银行的风险管理架构的稳固稳固稳固稳固性和信贷决策的独立性性和信贷决策的独立性性和信贷决策的独立性性和信贷决策的独立性。。。。与风险委员会并与风险委员会并与风险委员会并与风险委员会并

立的立的立的立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和和和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分别负责分别负责分别负责分别负责关联交易的监督管理关联交易的监督管理关联交易的监督管理关联交易的监督管理和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工作和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工作和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工作和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工作，，，，并并并并

直接向直接向直接向直接向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汇报汇报汇报汇报。。。。 

 

我行高级风险管理人员包括首席风险官我行高级风险管理人员包括首席风险官我行高级风险管理人员包括首席风险官我行高级风险管理人员包括首席风险官，，，，分管环球银行部分管环球银行部分管环球银行部分管环球银行部、、、、公司业务部和零售银行部信贷经理公司业务部和零售银行部信贷经理公司业务部和零售银行部信贷经理公司业务部和零售银行部信贷经理，，，，市场市场市场市场

风险经理和风险治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风险经理和风险治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风险经理和风险治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风险经理和风险治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首首首首席风险席风险席风险席风险官作为高级管理层成员官作为高级管理层成员官作为高级管理层成员官作为高级管理层成员，，，，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

报报报报。。。。通过参与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拟定通过参与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拟定通过参与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拟定通过参与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拟定，，，，政策制定和日常管理政策制定和日常管理政策制定和日常管理政策制定和日常管理，，，，达到在各个风险领域达到在各个风险领域达到在各个风险领域达到在各个风险领域，，，，主要包括信贷主要包括信贷主要包括信贷主要包括信贷

风险风险风险风险，，，，市场风险的监管执行职责市场风险的监管执行职责市场风险的监管执行职责市场风险的监管执行职责。。。。首席风险官也会通过首席风险官也会通过首席风险官也会通过首席风险官也会通过管理层管理层管理层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

会会会会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的执行及风险管理的整体状况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的执行及风险管理的整体状况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的执行及风险管理的整体状况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的执行及风险管理的整体状况。。。。同时同时同时同时，，，，也会与监管职能部门建立并也会与监管职能部门建立并也会与监管职能部门建立并也会与监管职能部门建立并

保持良好通畅的沟通保持良好通畅的沟通保持良好通畅的沟通保持良好通畅的沟通，，，，确保监管部门对我行的风险管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和及时指导确保监管部门对我行的风险管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和及时指导确保监管部门对我行的风险管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和及时指导确保监管部门对我行的风险管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和及时指导。。。。信贷信贷信贷信贷管理政策管理政策管理政策管理政策

经经经经首席风险官及管理层首席风险官及管理层首席风险官及管理层首席风险官及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建议建议建议建议，，，，经董事会或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经董事会或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经董事会或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经董事会或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以确保以确保以确保以确保信贷风信贷风信贷风信贷风

险管理的独立险管理的独立险管理的独立险管理的独立。。。。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 2013 年设年设年设年设置了负责信贷风险政策的制定置了负责信贷风险政策的制定置了负责信贷风险政策的制定置了负责信贷风险政策的制定、、、、信贷组合风险监控等的风险治理信贷组合风险监控等的风险治理信贷组合风险监控等的风险治理信贷组合风险监控等的风险治理

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及信贷组合管理经理，，，，实现信贷审批实现信贷审批实现信贷审批实现信贷审批、、、、信贷政策和日常管理的职责分离信贷政策和日常管理的职责分离信贷政策和日常管理的职责分离信贷政策和日常管理的职责分离，，，，更利于信贷风险管理更利于信贷风险管理更利于信贷风险管理更利于信贷风险管理、、、、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流程的建立和维护流程的建立和维护流程的建立和维护流程的建立和维护。。。。 

 

2.  信贷风险管理政策信贷风险管理政策信贷风险管理政策信贷风险管理政策、、、、流程和风险限额情况流程和风险限额情况流程和风险限额情况流程和风险限额情况 

 

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的信贷风险的信贷风险的信贷风险的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详细制定了整个信贷申请和审批流程管理政策详细制定了整个信贷申请和审批流程管理政策详细制定了整个信贷申请和审批流程管理政策详细制定了整个信贷申请和审批流程，，，，明确分工明确分工明确分工明确分工，，，，以保证银行以保证银行以保证银行以保证银行遵守银行遵守银行遵守银行遵守银行

法法法法、、、、本行本行本行本行信贷信贷信贷信贷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及及及及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监管的规定和要求监管的规定和要求监管的规定和要求监管的规定和要求。。。。根据银监会有关信贷风险管理文件要根据银监会有关信贷风险管理文件要根据银监会有关信贷风险管理文件要根据银监会有关信贷风险管理文件要

求求求求，，，，我行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下的内部我行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下的内部我行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下的内部我行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下的内部信贷信贷信贷信贷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流程和指引流程和指引流程和指引流程和指引：《：《：《：《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

理政策理政策理政策理政策》、《》、《》、《》、《澳新中国信贷指引澳新中国信贷指引澳新中国信贷指引澳新中国信贷指引》、《》、《》、《》、《贷贷贷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指引和流程款风险五级分类指引和流程款风险五级分类指引和流程款风险五级分类指引和流程》、《》、《》、《》、《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细

则则则则》、《》、《》、《》、《固定资产贷款管理细则固定资产贷款管理细则固定资产贷款管理细则固定资产贷款管理细则》、《》、《》、《》、《项目融资业务实施细则项目融资业务实施细则项目融资业务实施细则项目融资业务实施细则》、《》、《》、《》、《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

《《《《银团贷款管理指引银团贷款管理指引银团贷款管理指引银团贷款管理指引》、《》、《》、《》、《房地产贷款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房地产贷款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房地产贷款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房地产贷款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和和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指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指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指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指引》。》。》。》。 

 

2014年年年年,我行针对已开展和将要开展的信贷业务发展需求我行针对已开展和将要开展的信贷业务发展需求我行针对已开展和将要开展的信贷业务发展需求我行针对已开展和将要开展的信贷业务发展需求，，，，新制定新制定新制定新制定《《《《澳新中国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指澳新中国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指澳新中国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指澳新中国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指

引引引引》》》》并取得并取得并取得并取得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实施批准并实施批准并实施批准并实施，，，，同时对现有的同时对现有的同时对现有的同时对现有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进行修订进行修订进行修订进行修订，，，，使符使符使符使符

合最新的信贷管理及合规要求合最新的信贷管理及合规要求合最新的信贷管理及合规要求合最新的信贷管理及合规要求。。。。 

 

我行对银监会监控指标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我行对银监会监控指标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我行对银监会监控指标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我行对银监会监控指标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信用风险管理原则信用风险管理原则信用风险管理原则信用风险管理原则》》》》深入理解深入理解深入理解深入理解，，，，充分认充分认充分认充分认识监识监识监识监

控指标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控指标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控指标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控指标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确保我行在信贷风险控制流程中能符合所有监控指标确保我行在信贷风险控制流程中能符合所有监控指标确保我行在信贷风险控制流程中能符合所有监控指标确保我行在信贷风险控制流程中能符合所有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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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严格遵循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限额管理我行严格遵循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限额管理我行严格遵循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限额管理我行严格遵循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进行限额管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风险风险风险风险敞口敞口敞口敞口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客户间额度转移客户间额度转移客户间额度转移客户间额度转移，，，，信信信信

贷产品改变和循环额度恢复贷产品改变和循环额度恢复贷产品改变和循环额度恢复贷产品改变和循环额度恢复，，，，额度处理额度处理额度处理额度处理，，，，法律文件起草和执行法律文件起草和执行法律文件起草和执行法律文件起草和执行，，，，记录和额度审批权限的安排记录和额度审批权限的安排记录和额度审批权限的安排记录和额度审批权限的安排，，，，超限额超限额超限额超限额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流程流程流程流程，，，，国别风险敞口国别风险敞口国别风险敞口国别风险敞口，，，，优化风险回报优化风险回报优化风险回报优化风险回报，，，，业务拓展策略业务拓展策略业务拓展策略业务拓展策略，，，，行业集中风险行业集中风险行业集中风险行业集中风险度度度度，，，，单单单单一集团一集团一集团一集团/客户集中限客户集中限客户集中限客户集中限

额额额额等等等等。。。。我行风险系统每天生成超信用限额报告我行风险系统每天生成超信用限额报告我行风险系统每天生成超信用限额报告我行风险系统每天生成超信用限额报告，，，，对超信用限额进行持续监控对超信用限额进行持续监控对超信用限额进行持续监控对超信用限额进行持续监控。。。。 

 

3.  风险计量风险计量风险计量风险计量、、、、监测和管理报告系统监测和管理报告系统监测和管理报告系统监测和管理报告系统 

 

我行使用母行全球信息和风险系统我行使用母行全球信息和风险系统我行使用母行全球信息和风险系统我行使用母行全球信息和风险系统，，，，向管理层向管理层向管理层向管理层、、、、信贷风险管信贷风险管信贷风险管信贷风险管理人员及信贷业务人员提供完整理人员及信贷业务人员提供完整理人员及信贷业务人员提供完整理人员及信贷业务人员提供完整、、、、及时的及时的及时的及时的

信息管理系统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报告。。。。 

 

为提高信贷业务各领域的自动化程度为提高信贷业务各领域的自动化程度为提高信贷业务各领域的自动化程度为提高信贷业务各领域的自动化程度，，，，逐步实现信贷审批的全流程系统操作逐步实现信贷审批的全流程系统操作逐步实现信贷审批的全流程系统操作逐步实现信贷审批的全流程系统操作，，，，完整完整完整完整、、、、准确记录信贷审准确记录信贷审准确记录信贷审准确记录信贷审

批过程信息批过程信息批过程信息批过程信息，，，，我行于我行于我行于我行于2013年年年年12月正式上线月正式上线月正式上线月正式上线Risk Origin，，，，即整合财务报表录入系统和信贷申请及即整合财务报表录入系统和信贷申请及即整合财务报表录入系统和信贷申请及即整合财务报表录入系统和信贷申请及

审批在电子平台审批在电子平台审批在电子平台审批在电子平台，，，，并全面使用该系统的电子平台中的信贷风险评估模版进行信贷申请的制作并全面使用该系统的电子平台中的信贷风险评估模版进行信贷申请的制作并全面使用该系统的电子平台中的信贷风险评估模版进行信贷申请的制作并全面使用该系统的电子平台中的信贷风险评估模版进行信贷申请的制作，，，，提交和提交和提交和提交和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2014年底前初步完成澳新中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年底前初步完成澳新中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年底前初步完成澳新中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年底前初步完成澳新中国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在母行的技术支持下在母行的技术支持下在母行的技术支持下在母行的技术支持下，，，，我行财务部和我行财务部和我行财务部和我行财务部和

风险管理部共同参与并详细设定对我行资本充足进行压力测试场景设置风险管理部共同参与并详细设定对我行资本充足进行压力测试场景设置风险管理部共同参与并详细设定对我行资本充足进行压力测试场景设置风险管理部共同参与并详细设定对我行资本充足进行压力测试场景设置、、、、情景假设情景假设情景假设情景假设、、、、测试测试测试测试目标目标目标目标，，，，以反以反以反以反

映本地风险因素映本地风险因素映本地风险因素映本地风险因素，，，，并且对评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和设定应变方案并且对评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和设定应变方案并且对评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和设定应变方案并且对评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和设定应变方案，，，，以及向上级管理层报告路径以及向上级管理层报告路径以及向上级管理层报告路径以及向上级管理层报告路径。。。。该内该内该内该内

部资本充足报告将每年定期进行评估部资本充足报告将每年定期进行评估部资本充足报告将每年定期进行评估部资本充足报告将每年定期进行评估。。。。本次评估结果和分析报告将在本次评估结果和分析报告将在本次评估结果和分析报告将在本次评估结果和分析报告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我行资产负债年第一季度我行资产负债年第一季度我行资产负债年第一季度我行资产负债

管理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报告管理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报告管理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报告管理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报告，，，，并在并在并在并在2015年第一季度交由董事会审批通过年第一季度交由董事会审批通过年第一季度交由董事会审批通过年第一季度交由董事会审批通过。。。。 

 

4.  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 

 

我行客户营销和贷款审批我行客户营销和贷款审批我行客户营销和贷款审批我行客户营销和贷款审批、、、、贷款发放和贷后风险管理贷款发放和贷后风险管理贷款发放和贷后风险管理贷款发放和贷后风险管理、、、、前中后台操作遵循独立性原则前中后台操作遵循独立性原则前中后台操作遵循独立性原则前中后台操作遵循独立性原则，，，，实现了职责分实现了职责分实现了职责分实现了职责分

离离离离。。。。 

 

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公司业务部公司业务部公司业务部公司业务部（（（（含金融机构部含金融机构部含金融机构部含金融机构部））））作为前台部门作为前台部门作为前台部门作为前台部门，，，，负责信贷业务开发负责信贷业务开发负责信贷业务开发负责信贷业务开发、、、、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对客户的对客户的对客户的对客户的

综合银行需求进行评估综合银行需求进行评估综合银行需求进行评估综合银行需求进行评估，，，，制定客户策略制定客户策略制定客户策略制定客户策略，，，，并提交客户信并提交客户信并提交客户信并提交客户信贷风险评估和授信申请报告供信贷风险管理部贷风险评估和授信申请报告供信贷风险管理部贷风险评估和授信申请报告供信贷风险管理部贷风险评估和授信申请报告供信贷风险管理部

门审批门审批门审批门审批，，，，并在贷后对客户的信贷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采取及时的措施并在贷后对客户的信贷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采取及时的措施并在贷后对客户的信贷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采取及时的措施并在贷后对客户的信贷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采取及时的措施。。。。 

 

风险管理部作为中台下属部门包括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和在母行东北亚资产保全服务部的专家和技风险管理部作为中台下属部门包括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和在母行东北亚资产保全服务部的专家和技风险管理部作为中台下属部门包括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和在母行东北亚资产保全服务部的专家和技风险管理部作为中台下属部门包括公司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和在母行东北亚资产保全服务部的专家和技

术支持下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术支持下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术支持下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术支持下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后台部门设置为运营部下属部门包括资金清算部后台部门设置为运营部下属部门包括资金清算部后台部门设置为运营部下属部门包括资金清算部后台部门设置为运营部下属部门包括资金清算部、、、、贸易融资部贸易融资部贸易融资部贸易融资部、、、、授信交易管理部授信交易管理部授信交易管理部授信交易管理部、、、、公司贷款操作部公司贷款操作部公司贷款操作部公司贷款操作部、、、、

资金部后台资金部后台资金部后台资金部后台、、、、账户及客户服务部账户及客户服务部账户及客户服务部账户及客户服务部、、、、财务营运部财务营运部财务营运部财务营运部、、、、分支行柜面营运部等部门分支行柜面营运部等部门分支行柜面营运部等部门分支行柜面营运部等部门。。。。 

 

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我行在2013年成立新产品审批会议年成立新产品审批会议年成立新产品审批会议年成立新产品审批会议，，，，负责审核和批准新产品和重要的产品变动负责审核和批准新产品和重要的产品变动负责审核和批准新产品和重要的产品变动负责审核和批准新产品和重要的产品变动，，，，由首席风险官担任由首席风险官担任由首席风险官担任由首席风险官担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成员由首席执行官成员由首席执行官成员由首席执行官成员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业业业业务部门务部门务部门务部门、、、、合规部合规部合规部合规部、、、、法律部总经理组成法律部总经理组成法律部总经理组成法律部总经理组成，，，，进一步规范新产品进一步规范新产品进一步规范新产品进一步规范新产品

申请制度申请制度申请制度申请制度，，，，确保新产品符合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确保新产品符合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确保新产品符合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确保新产品符合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且对信息系统且对信息系统且对信息系统且对信息系统、、、、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行适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行适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行适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行适

应性分析应性分析应性分析应性分析，，，，对产品及信贷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对产品及信贷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对产品及信贷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对产品及信贷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所有新产品的申请和审批遵照澳新中国所有新产品的申请和审批遵照澳新中国所有新产品的申请和审批遵照澳新中国所有新产品的申请和审批遵照澳新中国的的的的新产品申请新产品申请新产品申请新产品申请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根据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根据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根据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根据中国市场情况以及法律法规，，，，进行产品设计和申请进行产品设计和申请进行产品设计和申请进行产品设计和申请，，，，对信息系统对信息系统对信息系统对信息系统、、、、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人员配置和内部流程进

行适应性分析和完善行适应性分析和完善行适应性分析和完善行适应性分析和完善，，，，并取得由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新产品审批会议审核和批准并取得由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新产品审批会议审核和批准并取得由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新产品审批会议审核和批准并取得由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新产品审批会议审核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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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贷款清收制度贷款清收制度贷款清收制度贷款清收制度 

 

我行我行我行我行根据根据根据根据澳新中国相关政策和澳新中国相关政策和澳新中国相关政策和澳新中国相关政策和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商业银行不商业银行不商业银行不商业银行不

良良良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制定制定制定问题贷款管理问题贷款管理问题贷款管理问题贷款管理信贷政策信贷政策信贷政策信贷政策，，，，并将严格遵照该政并将严格遵照该政并将严格遵照该政并将严格遵照该政

策对问题贷款进行清收策对问题贷款进行清收策对问题贷款进行清收策对问题贷款进行清收。。。。 

 

我行资产保全服务外包给母行东北亚区资产保全服务部门我行资产保全服务外包给母行东北亚区资产保全服务部门我行资产保全服务外包给母行东北亚区资产保全服务部门我行资产保全服务外包给母行东北亚区资产保全服务部门，，，，负责我行高风险信贷管理业务负责我行高风险信贷管理业务负责我行高风险信贷管理业务负责我行高风险信贷管理业务，，，，即主要为即主要为即主要为即主要为

贷款清收和向澳新中国提供专家技术支持意见贷款清收和向澳新中国提供专家技术支持意见贷款清收和向澳新中国提供专家技术支持意见贷款清收和向澳新中国提供专家技术支持意见，，，，我行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坏帐注销作我行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坏帐注销作我行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坏帐注销作我行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坏帐注销作

出最终决定出最终决定出最终决定出最终决定，，，，通过与母行签订外包服务协议通过与母行签订外包服务协议通过与母行签订外包服务协议通过与母行签订外包服务协议，，，，我行详细定义本地和集团的职责和责任我行详细定义本地和集团的职责和责任我行详细定义本地和集团的职责和责任我行详细定义本地和集团的职责和责任，，，，强调本地监管强调本地监管强调本地监管强调本地监管

和决策职责和决策职责和决策职责和决策职责。。。。 

 

(二二二二) 零售业务信贷风险零售业务信贷风险零售业务信贷风险零售业务信贷风险 

 

我行对零售业务信贷风险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我行对零售业务信贷风险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我行对零售业务信贷风险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我行对零售业务信贷风险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主要通过零售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主要通过零售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主要通过零售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主要通过零售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程序、、、、风险限额规风险限额规风险限额规风险限额规

定定定定、、、、风险计量风险计量风险计量风险计量监测监测监测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等方法识别管理信息系统等方法识别管理信息系统等方法识别管理信息系统等方法识别、、、、计量计量计量计量、、、、检测和控制相关的信贷风险检测和控制相关的信贷风险检测和控制相关的信贷风险检测和控制相关的信贷风险。。。。 

 

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为澳新中国信贷风险管理部的组成部分为澳新中国信贷风险管理部的组成部分为澳新中国信贷风险管理部的组成部分为澳新中国信贷风险管理部的组成部分。。。。具有如下重要职责具有如下重要职责具有如下重要职责具有如下重要职责：：：： 

 

1.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执行明确的用以支持整个信贷生命周期的信贷政策和流程执行明确的用以支持整个信贷生命周期的信贷政策和流程执行明确的用以支持整个信贷生命周期的信贷政策和流程执行明确的用以支持整个信贷生命周期的信贷政策和流程，，，，来确保遵循风险偏好要求来确保遵循风险偏好要求来确保遵循风险偏好要求来确保遵循风险偏好要求。。。。这这这这

包括与信贷审批和减轻风险相关的政策和流程包括与信贷审批和减轻风险相关的政策和流程包括与信贷审批和减轻风险相关的政策和流程包括与信贷审批和减轻风险相关的政策和流程。。。。并确保这些政策和流程并确保这些政策和流程并确保这些政策和流程并确保这些政策和流程的确立的确立的确立的确立符合符合符合符合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及集团风及集团风及集团风及集团风

险管理险管理险管理险管理的的的的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2. 确保对确保对确保对确保对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的的的充分充分充分充分的的的的、、、、恰当的支持恰当的支持恰当的支持恰当的支持能力和相关的职能能力和相关的职能能力和相关的职能能力和相关的职能，，，，如信贷操作如信贷操作如信贷操作如信贷操作、、、、催收等催收等催收等催收等直接影响信贷风直接影响信贷风直接影响信贷风直接影响信贷风

险的职能险的职能险的职能险的职能。。。。 

3.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执行用于执行用于执行用于执行用于供应供应供应供应方方方方、、、、代理代理代理代理商商商商、、、、经销商经销商经销商经销商、、、、经纪商和其他对信贷风险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第三经纪商和其他对信贷风险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第三经纪商和其他对信贷风险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第三经纪商和其他对信贷风险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第三方方方方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如房产估价机构如房产估价机构如房产估价机构如房产估价机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服务服务服务服务代理代理代理代理等等等等)的政策和流程的政策和流程的政策和流程的政策和流程。。。。政策内容包括政策内容包括政策内容包括政策内容包括基本标准基本标准基本标准基本标准，，，，指指指指

定定定定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中介服务之前的尽职调查中介服务之前的尽职调查中介服务之前的尽职调查中介服务之前的尽职调查，，，，审批流程包括所需的信贷审批人签字审批流程包括所需的信贷审批人签字审批流程包括所需的信贷审批人签字审批流程包括所需的信贷审批人签字、、、、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如欺诈如欺诈如欺诈如欺诈

行为下的追索行为下的追索行为下的追索行为下的追索、、、、资金的汇兑等资金的汇兑等资金的汇兑等资金的汇兑等)以及定期审计和审查的流程以及定期审计和审查的流程以及定期审计和审查的流程以及定期审计和审查的流程。。。。 

4. 监监监监察信贷管理察信贷管理察信贷管理察信贷管理实施情况实施情况实施情况实施情况，，，，并并并并向首席风险官向首席风险官向首席风险官向首席风险官、、、、管理层管理层管理层管理层风险风险风险风险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委员会汇报委员会汇报委员会汇报委员会汇报任何贷款资产组合的偏离任何贷款资产组合的偏离任何贷款资产组合的偏离任何贷款资产组合的偏离

表现表现表现表现。。。。 

5. 对日常的零售信贷负责并在授权范围内对零售信贷贷款进行审批对日常的零售信贷负责并在授权范围内对零售信贷贷款进行审批对日常的零售信贷负责并在授权范围内对零售信贷贷款进行审批对日常的零售信贷负责并在授权范围内对零售信贷贷款进行审批。。。。 

由抵押贷款业务助理确认提交给零售信贷部的贷款申请和要求的支持文件是否合格由抵押贷款业务助理确认提交给零售信贷部的贷款申请和要求的支持文件是否合格由抵押贷款业务助理确认提交给零售信贷部的贷款申请和要求的支持文件是否合格由抵押贷款业务助理确认提交给零售信贷部的贷款申请和要求的支持文件是否合格，，，，并由零售信贷部并由零售信贷部并由零售信贷部并由零售信贷部

的审批权持有人在他们的授权信贷审批范围内批的审批权持有人在他们的授权信贷审批范围内批的审批权持有人在他们的授权信贷审批范围内批的审批权持有人在他们的授权信贷审批范围内批准准准准。。。。 

6. 贷后信贷审查贷后信贷审查贷后信贷审查贷后信贷审查，，，，监督信贷资产质量监督信贷资产质量监督信贷资产质量监督信贷资产质量，，，，收集信息并报告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状况收集信息并报告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状况收集信息并报告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状况收集信息并报告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状况。。。。 

 

根据颁布的根据颁布的根据颁布的根据颁布的《《《《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我行已制定并于我行已制定并于我行已制定并于我行已制定并于2010年年年年5月实施了月实施了月实施了月实施了《《《《个人贷款管理实施细个人贷款管理实施细个人贷款管理实施细个人贷款管理实施细

则则则则》，》，》，》，该细则在现有的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基础上该细则在现有的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基础上该细则在现有的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基础上该细则在现有的零售业务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监管机构对个人贷款的新要求结合监管机构对个人贷款的新要求结合监管机构对个人贷款的新要求结合监管机构对个人贷款的新要求，，，，提提提提

出了依法合规出了依法合规出了依法合规出了依法合规、、、、审慎经营审慎经营审慎经营审慎经营、、、、平等自愿平等自愿平等自愿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公平诚信的原则公平诚信的原则公平诚信的原则，，，，并建立有效的个人贷款全流程管理机制并建立有效的个人贷款全流程管理机制并建立有效的个人贷款全流程管理机制并建立有效的个人贷款全流程管理机制，，，，制制制制

订贷款管理制度及贷款的操作规程订贷款管理制度及贷款的操作规程订贷款管理制度及贷款的操作规程订贷款管理制度及贷款的操作规程，，，，明确相应贷款对象和范围明确相应贷款对象和范围明确相应贷款对象和范围明确相应贷款对象和范围，，，，实施差别风险管理实施差别风险管理实施差别风险管理实施差别风险管理，，，，建立贷前建立贷前建立贷前建立贷前、、、、贷贷贷贷

中中中中、、、、贷后各操作环节的考核和问责机制贷后各操作环节的考核和问责机制贷后各操作环节的考核和问责机制贷后各操作环节的考核和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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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调在零售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调在零售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调在零售信贷风险管理政策的调整和更新方面整和更新方面整和更新方面整和更新方面,我行严格根据银监会颁布的新法规及我行发行的新产品我行严格根据银监会颁布的新法规及我行发行的新产品我行严格根据银监会颁布的新法规及我行发行的新产品我行严格根据银监会颁布的新法规及我行发行的新产品

及时修订相关的政策和细则及时修订相关的政策和细则及时修订相关的政策和细则及时修订相关的政策和细则,确保所有政策均符合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确保所有政策均符合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确保所有政策均符合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确保所有政策均符合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的要求。。。。 

 

在实际操作中在实际操作中在实际操作中在实际操作中，，，，我行现主要采用客户信用评级和压力测试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评估零售业务信我行现主要采用客户信用评级和压力测试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评估零售业务信我行现主要采用客户信用评级和压力测试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评估零售业务信我行现主要采用客户信用评级和压力测试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评估零售业务信

贷风险状况贷风险状况贷风险状况贷风险状况。。。。 

 

客户信用评级是对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款能力的评估客户信用评级是对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款能力的评估客户信用评级是对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款能力的评估客户信用评级是对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款能力的评估，，，，现采取的客户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客户贷款现时的现采取的客户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客户贷款现时的现采取的客户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客户贷款现时的现采取的客户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客户贷款现时的

分期还款和利息偿还的逾期天数的基础上的分期还款和利息偿还的逾期天数的基础上的分期还款和利息偿还的逾期天数的基础上的分期还款和利息偿还的逾期天数的基础上的，，，，主要根据逾期天数的变化对客户信用进行升级或降级主要根据逾期天数的变化对客户信用进行升级或降级主要根据逾期天数的变化对客户信用进行升级或降级主要根据逾期天数的变化对客户信用进行升级或降级。。。。

具体的客户信用评级和银监会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标准如下具体的客户信用评级和银监会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标准如下具体的客户信用评级和银监会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标准如下具体的客户信用评级和银监会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标准如下：：：： 

 

                     贷款成数贷款成数贷款成数贷款成数 

 

逾期天数逾期天数逾期天数逾期天数 

< 80% 
80%- 

90% 
>90% 

银监会贷款银监会贷款银监会贷款银监会贷款

五级分类五级分类五级分类五级分类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0-29天以内天以内天以内天以内 4 6 7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30－－－－59天之间天之间天之间天之间 6 6 7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60－－－－89天之间天之间天之间天之间 7- 7- 7-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90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

全偿付预期的到期总数全偿付预期的到期总数全偿付预期的到期总数全偿付预期的到期总数 
8- 8- 8- 次级次级次级次级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90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且抵押品变卖后能够完

全偿付预期的本金全偿付预期的本金全偿付预期的本金全偿付预期的本金，，，，但会造成预期利息和费但会造成预期利息和费但会造成预期利息和费但会造成预期利息和费

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 

9 9 9 可疑可疑可疑可疑 

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逾期在90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且抵押资产变卖后会造且抵押资产变卖后会造且抵押资产变卖后会造且抵押资产变卖后会造

成预期本金成预期本金成预期本金成预期本金、、、、利息和费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利息和费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利息和费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利息和费用的完全或部分损失 
10 10 10 损失损失损失损失 

 

压力测试是设定了住房价格压力测试是设定了住房价格压力测试是设定了住房价格压力测试是设定了住房价格、、、、利率与借款人收入为主要风险因素利率与借款人收入为主要风险因素利率与借款人收入为主要风险因素利率与借款人收入为主要风险因素，，，，在不同的压力情景假设下对我行现在不同的压力情景假设下对我行现在不同的压力情景假设下对我行现在不同的压力情景假设下对我行现

有个人房贷资产进行了压力测试有个人房贷资产进行了压力测试有个人房贷资产进行了压力测试有个人房贷资产进行了压力测试，，，，以评估在住房价格以评估在住房价格以评估在住房价格以评估在住房价格、、、、利率与借款人收入这三项主要风险因素出现大利率与借款人收入这三项主要风险因素出现大利率与借款人收入这三项主要风险因素出现大利率与借款人收入这三项主要风险因素出现大

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我行个人房贷的资产质量变动情况我行个人房贷的资产质量变动情况我行个人房贷的资产质量变动情况我行个人房贷的资产质量变动情况，，，，并进一步测算我行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并进一步测算我行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并进一步测算我行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并进一步测算我行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 

 

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帮助帮助帮助帮助我行我行我行我行充分了解潜在风险因素与银行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充分了解潜在风险因素与银行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充分了解潜在风险因素与银行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充分了解潜在风险因素与银行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深入分析深入分析深入分析我我我我行抵御风险的能行抵御风险的能行抵御风险的能行抵御风险的能

力力力力，，，，形成供高级管理层讨论并决定实施的应对措施形成供高级管理层讨论并决定实施的应对措施形成供高级管理层讨论并决定实施的应对措施形成供高级管理层讨论并决定实施的应对措施，，，，预防极端事件可能对预防极端事件可能对预防极端事件可能对预防极端事件可能对我我我我行带来的冲击行带来的冲击行带来的冲击行带来的冲击。。。。同时同时同时同时，，，，压压压压

力测试也能够帮助力测试也能够帮助力测试也能够帮助力测试也能够帮助监管部门监管部门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充分了解充分了解充分了解充分了解我我我我行的风险状况和行的风险状况和行的风险状况和行的风险状况和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 

 

信息管理系统是信息管理系统是信息管理系统是信息管理系统是零售零售零售零售信贷周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信贷周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信贷周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信贷周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提供了它提供了它提供了它提供了在信贷周期前期做在信贷周期前期做在信贷周期前期做在信贷周期前期做出决策出决策出决策出决策所产生的所产生的所产生的所产生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的反馈机制的反馈机制的反馈机制的反馈机制，，，，及及及及产品盈利模型产品盈利模型产品盈利模型产品盈利模型的的的的重要信息重要信息重要信息重要信息。。。。为了保持对组合和信贷周期流程的良好控制为了保持对组合和信贷周期流程的良好控制为了保持对组合和信贷周期流程的良好控制为了保持对组合和信贷周期流程的良好控制，，，，澳新中澳新中澳新中澳新中

国重视贷款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国重视贷款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国重视贷款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国重视贷款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管理分析和管理分析和管理分析和管理，，，，供信贷管理和银行高管层定期审视和作为决策的参考供信贷管理和银行高管层定期审视和作为决策的参考供信贷管理和银行高管层定期审视和作为决策的参考供信贷管理和银行高管层定期审视和作为决策的参考。。。。 

 

做为部门的监督职能之一做为部门的监督职能之一做为部门的监督职能之一做为部门的监督职能之一，，，，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每个月针对每一种零售银行产品完成相应的组合信贷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每个月针对每一种零售银行产品完成相应的组合信贷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每个月针对每一种零售银行产品完成相应的组合信贷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每个月针对每一种零售银行产品完成相应的组合信贷

表现报告表现报告表现报告表现报告，，，，报告中包含截至月末各零售产品的各项实际数据报告中包含截至月末各零售产品的各项实际数据报告中包含截至月末各零售产品的各项实际数据报告中包含截至月末各零售产品的各项实际数据和分析数据和分析数据和分析数据和分析数据，，，，提交给零售信贷风险部和本提交给零售信贷风险部和本提交给零售信贷风险部和本提交给零售信贷风险部和本

地产品部地产品部地产品部地产品部，，，，并上报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查并上报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查并上报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查并上报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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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影响我行流动性的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业务如客户存款影响我行流动性的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业务如客户存款影响我行流动性的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业务如客户存款影响我行流动性的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业务如客户存款、、、、定期理财产品定期理财产品定期理财产品定期理财产品、、、、同业拆借同业拆借同业拆借同业拆借、、、、债券等投资产品债券等投资产品债券等投资产品债券等投资产品

和客户贷款为主和客户贷款为主和客户贷款为主和客户贷款为主。。。。 

 

我行采取的是流动性由总行汇总统一管理的模式我行采取的是流动性由总行汇总统一管理的模式我行采取的是流动性由总行汇总统一管理的模式我行采取的是流动性由总行汇总统一管理的模式，，，，由环球金融市场部统一安排中国区分行及各业务操由环球金融市场部统一安排中国区分行及各业务操由环球金融市场部统一安排中国区分行及各业务操由环球金融市场部统一安排中国区分行及各业务操

作部门的资金需求作部门的资金需求作部门的资金需求作部门的资金需求，，，，使澳新中国的资金得以有效管理使澳新中国的资金得以有效管理使澳新中国的资金得以有效管理使澳新中国的资金得以有效管理，，，，从而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从而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从而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从而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低水平，，，，分行的数目分行的数目分行的数目分行的数目

的增加并不会对我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的增加并不会对我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的增加并不会对我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的增加并不会对我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我行目前的流动性管理框架我行目前的流动性管理框架我行目前的流动性管理框架我行目前的流动性管理框架、、、、政策和流程是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流程是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流程是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流程是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 

 

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管理手段：：：： 

 

1.1.1.1. 定期更新调整指引和内部额度结构以满足风险定期更新调整指引和内部额度结构以满足风险定期更新调整指引和内部额度结构以满足风险定期更新调整指引和内部额度结构以满足风险监控要求监控要求监控要求监控要求。。。。    

2.2.2.2. 与相应部门与相应部门与相应部门与相应部门、、、、人员和委员会人员和委员会人员和委员会人员和委员会，，，，例如风险管理委员会例如风险管理委员会例如风险管理委员会例如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首席风险官首席风险官首席风险官、、、、市场风市场风市场风市场风

险部险部险部险部、、、、司库建立健全的内部报告机制司库建立健全的内部报告机制司库建立健全的内部报告机制司库建立健全的内部报告机制。。。。我行董事会承担流动性风险管理充分性监督的最终责任我行董事会承担流动性风险管理充分性监督的最终责任我行董事会承担流动性风险管理充分性监督的最终责任我行董事会承担流动性风险管理充分性监督的最终责任。。。。    

3.3.3.3. 专门的风险监控系统专门的风险监控系统专门的风险监控系统专门的风险监控系统，，，，以保证及时以保证及时以保证及时以保证及时、、、、精确的流动性风险和管理的测量精确的流动性风险和管理的测量精确的流动性风险和管理的测量精确的流动性风险和管理的测量、、、、监控及报告监控及报告监控及报告监控及报告。。。。    

4.4.4.4. 根据不同的设定情景根据不同的设定情景根据不同的设定情景根据不同的设定情景；；；；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    

5.5.5.5. 独立的内部审计流动风险管理独立的内部审计流动风险管理独立的内部审计流动风险管理独立的内部审计流动风险管理。。。。    

    

我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我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我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我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ALCO））））负责监控我行的流动性情况负责监控我行的流动性情况负责监控我行的流动性情况负责监控我行的流动性情况。。。。ALCO每月召开会议讨论重大资每月召开会议讨论重大资每月召开会议讨论重大资每月召开会议讨论重大资

金交易决策金交易决策金交易决策金交易决策，，，，对日常营运中产生的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到期日结构表进行审阅分析对日常营运中产生的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到期日结构表进行审阅分析对日常营运中产生的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到期日结构表进行审阅分析对日常营运中产生的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到期日结构表进行审阅分析。。。。资产负债管理委资产负债管理委资产负债管理委资产负债管理委

员会负责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员会负责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员会负责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员会负责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在每月的例会上在每月的例会上在每月的例会上在每月的例会上，，，，高级管理层参与我行流动性高级管理层参与我行流动性高级管理层参与我行流动性高级管理层参与我行流动性

管理的评估管理的评估管理的评估管理的评估，，，，检视我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和流动性情况检视我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和流动性情况检视我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和流动性情况检视我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和流动性情况，，，，并讨论相关管理情况和风险并讨论相关管理情况和风险并讨论相关管理情况和风险并讨论相关管理情况和风险。。。。 

 

具体来说具体来说具体来说具体来说，，，，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的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的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的管理手段我行流动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的管理手段：：：： 

 

1111．．．．    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    

我行的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所有情景的现金流模型假设的设定是基于外部数据和专业判断的结合我行的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所有情景的现金流模型假设的设定是基于外部数据和专业判断的结合我行的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所有情景的现金流模型假设的设定是基于外部数据和专业判断的结合我行的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所有情景的现金流模型假设的设定是基于外部数据和专业判断的结合，，，，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澳新银行集团标准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流动性状况进行设定并已对相应中国市场实际情况的参数进澳新银行集团标准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流动性状况进行设定并已对相应中国市场实际情况的参数进澳新银行集团标准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流动性状况进行设定并已对相应中国市场实际情况的参数进澳新银行集团标准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流动性状况进行设定并已对相应中国市场实际情况的参数进

行调整行调整行调整行调整。。。。 

 

环球金融市场部必须根据银监会要求在每季度遵守环球金融市场部必须根据银监会要求在每季度遵守环球金融市场部必须根据银监会要求在每季度遵守环球金融市场部必须根据银监会要求在每季度遵守STC 30天窗口情景的规定天窗口情景的规定天窗口情景的规定天窗口情景的规定。。。。并且根据审慎性原并且根据审慎性原并且根据审慎性原并且根据审慎性原

则则则则，，，，依据澳新银行集团要求依据澳新银行集团要求依据澳新银行集团要求依据澳新银行集团要求，，，，环球金融市场同时每日遵守更为严格的内部正现金流窗口的规定环球金融市场同时每日遵守更为严格的内部正现金流窗口的规定环球金融市场同时每日遵守更为严格的内部正现金流窗口的规定环球金融市场同时每日遵守更为严格的内部正现金流窗口的规定。。。。 

 

对此对此对此对此，，，，我行建立了如下情景我行建立了如下情景我行建立了如下情景我行建立了如下情景：：：： 

aaaa 每日进行的内部压力测试每日进行的内部压力测试每日进行的内部压力测试每日进行的内部压力测试    

““““Group LCRGroup LCRGroup LCRGroup LCR””””情景情景情景情景（（（（Group LCRGroup LCRGroup LCRGroup LCR））））––––基于银行本身和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性冲击的一系列假设基于银行本身和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性冲击的一系列假设基于银行本身和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性冲击的一系列假设基于银行本身和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性冲击的一系列假设，，，，

包括存款流失包括存款流失包括存款流失包括存款流失，，，，批发融资能力下降批发融资能力下降批发融资能力下降批发融资能力下降，，，，市场波动造成抵市场波动造成抵市场波动造成抵市场波动造成抵（（（（质质质质））））押品质量下降押品质量下降押品质量下降押品质量下降、、、、衍生产品的潜在远期衍生产品的潜在远期衍生产品的潜在远期衍生产品的潜在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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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增加风险暴露增加风险暴露增加风险暴露增加，，，，导致抵导致抵导致抵导致抵（（（（质质质质））））押品扣减比例上升押品扣减比例上升押品扣减比例上升押品扣减比例上升、、、、追加抵追加抵追加抵追加抵（（（（质质质质））））押品等流动性需求押品等流动性需求押品等流动性需求押品等流动性需求，，，，银行向客户银行向客户银行向客户银行向客户

承诺的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在计划外被提取等承诺的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在计划外被提取等承诺的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在计划外被提取等承诺的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在计划外被提取等。。。。((((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 30303030 天天天天))))    

bbbb 每季度进行的本地监管压力测试每季度进行的本地监管压力测试每季度进行的本地监管压力测试每季度进行的本地监管压力测试    

““““特定危机特定危机特定危机特定危机” ” ” ” 情景情景情景情景(STC)(STC)(STC)(STC)––––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在重大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在重大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在重大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在重大

困难困难困难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 8888 天天天天))))    

““““监管特定危机监管特定危机监管特定危机监管特定危机” ” ” ” 情景情景情景情景(RSTC)(RSTC)(RSTC)(RSTC)––––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指在不利的特定环境下的现金流情况，，，，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即我行在债务到期时存

在重大困难在重大困难在重大困难在重大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此危机导致客户存款流出和大规模资金展期困难。。。。((((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合规窗口 30303030 天天天天))))    

    

2. 2. 2. 2. 现现现现金流测算金流测算金流测算金流测算    

同时同时同时同时，，，，我行建立了我行建立了我行建立了我行建立了““““日常业务条件日常业务条件日常业务条件日常业务条件””””情景来测量现金流情景来测量现金流情景来测量现金流情景来测量现金流，，，，该情景既考虑了未来资产负债表的合同到期该情景既考虑了未来资产负债表的合同到期该情景既考虑了未来资产负债表的合同到期该情景既考虑了未来资产负债表的合同到期

日现金流日现金流日现金流日现金流，，，，也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了一些资产负债增长或减少的假设也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了一些资产负债增长或减少的假设也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了一些资产负债增长或减少的假设也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了一些资产负债增长或减少的假设，，，，以及一些客户以及一些客户以及一些客户以及一些客户“行为化行为化行为化行为化”的假设的假设的假设的假设。。。。 

 

3. 3. 3. 3. 流动性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    

我行在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时我行在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时我行在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时我行在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时，，，，也充分考虑了相关流动性风险指标也充分考虑了相关流动性风险指标也充分考虑了相关流动性风险指标也充分考虑了相关流动性风险指标，，，，主要包括存款集中度指标主要包括存款集中度指标主要包括存款集中度指标主要包括存款集中度指标、、、、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

指标以及监管流动性比例等指标以及监管流动性比例等指标以及监管流动性比例等指标以及监管流动性比例等。。。。 

 

4. 4. 4. 4. 流动性危机应急计划流动性危机应急计划流动性危机应急计划流动性危机应急计划    

为了确保各部门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能有效协作为了确保各部门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能有效协作为了确保各部门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能有效协作为了确保各部门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能有效协作，，，，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定期审阅流动性应急计划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定期审阅流动性应急计划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定期审阅流动性应急计划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定期审阅流动性应急计划，，，，并并并并

每年执行一次流动性危机应急演习每年执行一次流动性危机应急演习每年执行一次流动性危机应急演习每年执行一次流动性危机应急演习。。。。 

 

(四四四四)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市场风险 

目前我行环球金融市目前我行环球金融市目前我行环球金融市目前我行环球金融市场部主要产品是场部主要产品是场部主要产品是场部主要产品是 1））））利率及汇率的自营交易利率及汇率的自营交易利率及汇率的自营交易利率及汇率的自营交易，，，，包含外汇即期包含外汇即期包含外汇即期包含外汇即期、、、、远期远期远期远期、、、、掉期交易掉期交易掉期交易掉期交易，，，，

人民币债券买卖及回购人民币债券买卖及回购人民币债券买卖及回购人民币债券买卖及回购，，，，利率互换利率互换利率互换利率互换；；；；2））））黄金交易所和黄金期货交易所的自营交易黄金交易所和黄金期货交易所的自营交易黄金交易所和黄金期货交易所的自营交易黄金交易所和黄金期货交易所的自营交易。。。。3））））银行的资产银行的资产银行的资产银行的资产

负债管理负债管理负债管理负债管理。。。。 

对于如上产品和相应产生的利率风险对于如上产品和相应产生的利率风险对于如上产品和相应产生的利率风险对于如上产品和相应产生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价格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价格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价格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价格变动风险，，，，我行通过以下管理手段进行市我行通过以下管理手段进行市我行通过以下管理手段进行市我行通过以下管理手段进行市

场风险管理场风险管理场风险管理场风险管理：：：： 

- 根据集团政策修订根据集团政策修订根据集团政策修订根据集团政策修订、、、、维护中国市场风险指引维护中国市场风险指引维护中国市场风险指引维护中国市场风险指引，，，，确保适应本地相关的监管要求确保适应本地相关的监管要求确保适应本地相关的监管要求确保适应本地相关的监管要求，，，，并提请高级管理层并提请高级管理层并提请高级管理层并提请高级管理层

和董事会审阅及批准和董事会审阅及批准和董事会审阅及批准和董事会审阅及批准；；；；确保银行市场风险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关人员确保银行市场风险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关人员确保银行市场风险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关人员确保银行市场风险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关人员/委员会充分了解各自的职责委员会充分了解各自的职责委员会充分了解各自的职责委员会充分了解各自的职责

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授予的权力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授予的权力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授予的权力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授予的权力；；；； 

- 进行风险敞口监控进行风险敞口监控进行风险敞口监控进行风险敞口监控、、、、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并与环球金融市场部并与环球金融市场部并与环球金融市场部并与环球金融市场部、、、、财务部财务部财务部财务部、、、、操作部等支持人员及时沟通操作部等支持人员及时沟通操作部等支持人员及时沟通操作部等支持人员及时沟通、、、、处理相处理相处理相处理相

关问题关问题关问题关问题；；；； 

- 进行限额评估进行限额评估进行限额评估进行限额评估、、、、审批管理审批管理审批管理审批管理，，，，与位于香港及新加坡的集团市场风险部密切合作与位于香港及新加坡的集团市场风险部密切合作与位于香港及新加坡的集团市场风险部密切合作与位于香港及新加坡的集团市场风险部密切合作，，，，确保限额架构的一确保限额架构的一确保限额架构的一确保限额架构的一

致性致性致性致性；；；；  

- 进行超限管理进行超限管理进行超限管理进行超限管理，，，，并向高级管理层并向高级管理层并向高级管理层并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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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产品委员会保持沟通与产品委员会保持沟通与产品委员会保持沟通与产品委员会保持沟通，，，，识别评估新产品识别评估新产品识别评估新产品识别评估新产品、、、、新项目的市场风险新项目的市场风险新项目的市场风险新项目的市场风险；；；； 

- 向风险管理委员会向风险管理委员会向风险管理委员会向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市场风险情况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市场风险情况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市场风险情况资产负债委员会报告市场风险情况。。。。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有如下管理手段和流程对市场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和监控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有如下管理手段和流程对市场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和监控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有如下管理手段和流程对市场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和监控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有如下管理手段和流程对市场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和监控：：：： 

 

1．．．．风险模型风险模型风险模型风险模型 

澳新中国主要通过澳新中国主要通过澳新中国主要通过澳新中国主要通过VaR模型测量市场风险模型测量市场风险模型测量市场风险模型测量市场风险。。。。该方法是以实际或假设的由于市场风险因素变化而引起的该方法是以实际或假设的由于市场风险因素变化而引起的该方法是以实际或假设的由于市场风险因素变化而引起的该方法是以实际或假设的由于市场风险因素变化而引起的

资产组资产组资产组资产组合未来价值合未来价值合未来价值合未来价值（（（（收益或损失收益或损失收益或损失收益或损失））））的变化分布来测量风险的一种统计方法的变化分布来测量风险的一种统计方法的变化分布来测量风险的一种统计方法的变化分布来测量风险的一种统计方法。。。。 

 

2．．．．限额设定限额设定限额设定限额设定、、、、审批及超额管理审批及超额管理审批及超额管理审批及超额管理 

限额设定与超限审批的授权框架是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限额设定与超限审批的授权框架是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限额设定与超限审批的授权框架是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限额设定与超限审批的授权框架是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风险部根据银行战略发展和业市场风险部根据银行战略发展和业市场风险部根据银行战略发展和业市场风险部根据银行战略发展和业

务需求务需求务需求务需求，，，，定期进行限额评估定期进行限额评估定期进行限额评估定期进行限额评估、、、、审阅审阅审阅审阅、、、、调整调整调整调整。。。。澳新中国董事会负责决定银行交易产生市场风险的最终授澳新中国董事会负责决定银行交易产生市场风险的最终授澳新中国董事会负责决定银行交易产生市场风险的最终授澳新中国董事会负责决定银行交易产生市场风险的最终授

权权权权。。。。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银行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银行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银行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银行的风险偏好，，，，审批风险价值审批风险价值审批风险价值审批风险价值(VaR)、、、、风险计量方法以及累计损失限额风险计量方法以及累计损失限额风险计量方法以及累计损失限额风险计量方法以及累计损失限额。。。。

超限记录将上报至月度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超限记录将上报至月度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超限记录将上报至月度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超限记录将上报至月度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并在每季度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告知并在每季度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告知并在每季度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告知并在每季度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告知。。。。 

 

澳新中国市场风险限额框架主要组成如下澳新中国市场风险限额框架主要组成如下澳新中国市场风险限额框架主要组成如下澳新中国市场风险限额框架主要组成如下：：：： 

 

- 风险价值风险价值风险价值风险价值(VaR)：：：： 99%的置信度的置信度的置信度的置信度，，，，一天持有期一天持有期一天持有期一天持有期；；；； 

- 累计损失限额累计损失限额累计损失限额累计损失限额：：：：本限额旨在暂停交易本限额旨在暂停交易本限额旨在暂停交易本限额旨在暂停交易，，，，并促使高级管理层审查前台的交易策略和市场环境并促使高级管理层审查前台的交易策略和市场环境并促使高级管理层审查前台的交易策略和市场环境并促使高级管理层审查前台的交易策略和市场环境。。。。针对针对针对针对

本年本年本年本年、、、、本月累计或数日累计的实际盈亏进行监控本月累计或数日累计的实际盈亏进行监控本月累计或数日累计的实际盈亏进行监控本月累计或数日累计的实际盈亏进行监控，，，，若任何损失结果超过了限额若任何损失结果超过了限额若任何损失结果超过了限额若任何损失结果超过了限额，，，，则意味着超限行则意味着超限行则意味着超限行则意味着超限行

为为为为；；；； 

- 具体控制限额具体控制限额具体控制限额具体控制限额：：：：作为风险价值的补充作为风险价值的补充作为风险价值的补充作为风险价值的补充，，，，针对特有的风险提供具体控制针对特有的风险提供具体控制针对特有的风险提供具体控制针对特有的风险提供具体控制。。。。 

 

3．．．．压力测试和回溯测试压力测试和回溯测试压力测试和回溯测试压力测试和回溯测试 

澳新中国的压力测试是对极端市场波动下账户行为的检测澳新中国的压力测试是对极端市场波动下账户行为的检测澳新中国的压力测试是对极端市场波动下账户行为的检测澳新中国的压力测试是对极端市场波动下账户行为的检测。。。。监控回溯测试和压力测试模型的准确性监控回溯测试和压力测试模型的准确性监控回溯测试和压力测试模型的准确性监控回溯测试和压力测试模型的准确性，，，，

确保模型符合监管要求确保模型符合监管要求确保模型符合监管要求确保模型符合监管要求。。。。董事会定期对压力测试的设计和结果进行审阅和批准董事会定期对压力测试的设计和结果进行审阅和批准董事会定期对压力测试的设计和结果进行审阅和批准董事会定期对压力测试的设计和结果进行审阅和批准。。。。 

 

4．．．．内部管理报告内部管理报告内部管理报告内部管理报告 

市场风险经理撰写月度风险报告市场风险经理撰写月度风险报告市场风险经理撰写月度风险报告市场风险经理撰写月度风险报告，，，，并递交并递交并递交并递交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供审阅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供审阅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供审阅至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供审阅。。。。市场风市场风市场风市场风

险管理问题也会在每季度董事会层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审阅和讨论险管理问题也会在每季度董事会层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审阅和讨论险管理问题也会在每季度董事会层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审阅和讨论险管理问题也会在每季度董事会层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上审阅和讨论。。。。 

 

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总体而言，，，，我行目前的市场风险管理基本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我行目前的市场风险管理基本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我行目前的市场风险管理基本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我行目前的市场风险管理基本能够符合我行现阶段的业务发展需要的。。。。 

 

(五五五五) 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 

1. 操作风险管理架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 

 

我行风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我行风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我行风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我行风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 银行采取三线防御的模式管理操作风险银行采取三线防御的模式管理操作风险银行采取三线防御的模式管理操作风险银行采取三线防御的模式管理操作风险：：：： 

- 第一防线第一防线第一防线第一防线：：：：各业务部门各业务部门各业务部门各业务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 

其职责是在日常工作中其职责是在日常工作中其职责是在日常工作中其职责是在日常工作中，，，，落实风险管理的要求落实风险管理的要求落实风险管理的要求落实风险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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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防线第二防线第二防线第二防线：：：：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的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的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的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的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 

其职责是监督第一防线的工作其职责是监督第一防线的工作其职责是监督第一防线的工作其职责是监督第一防线的工作，，，，并对风险管理提供指导意见并对风险管理提供指导意见并对风险管理提供指导意见并对风险管理提供指导意见。。。。 

- 第三防线第三防线第三防线第三防线：：：：银行内部审计部门银行内部审计部门银行内部审计部门银行内部审计部门 

其职责是独立审定和评估各业务部门其职责是独立审定和评估各业务部门其职责是独立审定和评估各业务部门其职责是独立审定和评估各业务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在银行政策和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在银行政策和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在银行政策和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在银行政策和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 

银行董事会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全行风险管理落实负有最终责任银行董事会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全行风险管理落实负有最终责任银行董事会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全行风险管理落实负有最终责任银行董事会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全行风险管理落实负有最终责任。。。。 

 

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作为操作风险管理最直接的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作为操作风险管理最直接的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作为操作风险管理最直接的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作为操作风险管理最直接的部门，，，，在职能上向银行首席运营官汇报在职能上向银行首席运营官汇报在职能上向银行首席运营官汇报在职能上向银行首席运营官汇报。。。。 

操作风险管理部门设一名主管操作风险管理部门设一名主管操作风险管理部门设一名主管操作风险管理部门设一名主管，，，，下设操作风险管理和质量监控两个团队下设操作风险管理和质量监控两个团队下设操作风险管理和质量监控两个团队下设操作风险管理和质量监控两个团队。。。。 

操作风险管理团队操作风险管理团队操作风险管理团队操作风险管理团队，，，，现有员工六名现有员工六名现有员工六名现有员工六名，，，，总行配备四名总行配备四名总行配备四名总行配备四名、、、、北京和广州分行各一名北京和广州分行各一名北京和广州分行各一名北京和广州分行各一名。。。。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 

- 协助业务部门制定风险登记表协助业务部门制定风险登记表协助业务部门制定风险登记表协助业务部门制定风险登记表，，，，评估现有风险评估现有风险评估现有风险评估现有风险 

- 协助业务部门评定新产品风险协助业务部门评定新产品风险协助业务部门评定新产品风险协助业务部门评定新产品风险，，，，包括系统和流程包括系统和流程包括系统和流程包括系统和流程 

- 审阅业务部门流程审阅业务部门流程审阅业务部门流程审阅业务部门流程 

- 银行公共安银行公共安银行公共安银行公共安全防范全防范全防范全防范 

- 业务持续计划和灾备计划业务持续计划和灾备计划业务持续计划和灾备计划业务持续计划和灾备计划 

- 对现有风险和潜在风险做出应对对现有风险和潜在风险做出应对对现有风险和潜在风险做出应对对现有风险和潜在风险做出应对，，，，降低风险可能性和降低影响降低风险可能性和降低影响降低风险可能性和降低影响降低风险可能性和降低影响 

- 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 

- 员工风险意识培训员工风险意识培训员工风险意识培训员工风险意识培训 

 

质量监控团队质量监控团队质量监控团队质量监控团队，，，，现有员工三名现有员工三名现有员工三名现有员工三名。。。。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其主要职责为：：：： 

- 根据业务部门风险登记表和合规管理职责根据业务部门风险登记表和合规管理职责根据业务部门风险登记表和合规管理职责根据业务部门风险登记表和合规管理职责，，，，制定业务检查计划制定业务检查计划制定业务检查计划制定业务检查计划 

- 作为独立的部门作为独立的部门作为独立的部门作为独立的部门，，，，实施业务检查计划实施业务检查计划实施业务检查计划实施业务检查计划，，，，包括操作风险检查和合规风险检查包括操作风险检查和合规风险检查包括操作风险检查和合规风险检查包括操作风险检查和合规风险检查 

- 向业务部门向业务部门向业务部门向业务部门，，，，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内审部门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的风险内审部门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的风险内审部门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的风险内审部门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的风险 

- 协助并监督业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协助并监督业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协助并监督业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协助并监督业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 

 

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在业务部门的渗透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在业务部门的渗透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在业务部门的渗透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在业务部门的渗透，，，，在各业务部门均设立操作风险管理专员在各业务部门均设立操作风险管理专员在各业务部门均设立操作风险管理专员在各业务部门均设立操作风险管理专员。。。。其被指定为职能其被指定为职能其被指定为职能其被指定为职能风风风风

险协助者险协助者险协助者险协助者，，，，负责协助业务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管理经理负责协助业务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管理经理负责协助业务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管理经理负责协助业务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管理经理，，，，以确保操作风险能在其部门内被恰当且迅速以确保操作风险能在其部门内被恰当且迅速以确保操作风险能在其部门内被恰当且迅速以确保操作风险能在其部门内被恰当且迅速

地识别地识别地识别地识别、、、、评估评估评估评估、、、、管理和控制管理和控制管理和控制管理和控制：：：： 

- 确保操作风险政策和程序始终在所有业务部门中实施和应用确保操作风险政策和程序始终在所有业务部门中实施和应用确保操作风险政策和程序始终在所有业务部门中实施和应用确保操作风险政策和程序始终在所有业务部门中实施和应用 

- 与操作风险团与操作风险团与操作风险团与操作风险团队协力在他们的工作领域提供培训队协力在他们的工作领域提供培训队协力在他们的工作领域提供培训队协力在他们的工作领域提供培训，，，，咨询和支持咨询和支持咨询和支持咨询和支持 

- 指导和开展适当的补救指导和开展适当的补救指导和开展适当的补救指导和开展适当的补救/缓释行动缓释行动缓释行动缓释行动，，，，以确保重大风险承担能被及时理解和有效管理以确保重大风险承担能被及时理解和有效管理以确保重大风险承担能被及时理解和有效管理以确保重大风险承担能被及时理解和有效管理 

- 按要求按要求按要求按要求,定期完成风险管理报告和工具定期完成风险管理报告和工具定期完成风险管理报告和工具定期完成风险管理报告和工具 

- 有新产品推出时有新产品推出时有新产品推出时有新产品推出时,和风险操作部门一同审核可能带来的风险情况和风险操作部门一同审核可能带来的风险情况和风险操作部门一同审核可能带来的风险情况和风险操作部门一同审核可能带来的风险情况 

- 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对已发现的风险情况作出有效跟踪和汇报 

 

2. 风险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 

 

我行依据澳新银行集团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我行依据澳新银行集团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我行依据澳新银行集团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我行依据澳新银行集团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制定制定制定制定《《《《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新西兰银行新西兰银行新西兰银行(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操作风险政有限公司操作风险政有限公司操作风险政有限公司操作风险政

策策策策》，》，》，》，该政策是各业务部门监督和上报操作风险管理的政策依据该政策是各业务部门监督和上报操作风险管理的政策依据该政策是各业务部门监督和上报操作风险管理的政策依据该政策是各业务部门监督和上报操作风险管理的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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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务部门每月定期召开各业务部门每月定期召开各业务部门每月定期召开各业务部门每月定期召开““““风险论坛风险论坛风险论坛风险论坛””””(BU Risk Forum)。。。。““““论坛论坛论坛论坛””””由业务部门主持由业务部门主持由业务部门主持由业务部门主持，，，，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操作风险

部部部部，，，，合规部合规部合规部合规部，，，，后台操作部门协同参加后台操作部门协同参加后台操作部门协同参加后台操作部门协同参加。。。。 会议中会议中会议中会议中，，，，业务部门主管对过去一个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总业务部门主管对过去一个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总业务部门主管对过去一个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总业务部门主管对过去一个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总

结结结结。。。。对于中低风险对于中低风险对于中低风险对于中低风险，，，，与会者可以提出应对建议与会者可以提出应对建议与会者可以提出应对建议与会者可以提出应对建议，，，，并达成共识并达成共识并达成共识并达成共识。。。。对于较高风险对于较高风险对于较高风险对于较高风险，，，，或应引起重视的中低风或应引起重视的中低风或应引起重视的中低风或应引起重视的中低风

险险险险，，，，可以向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上报可以向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上报可以向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上报可以向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上报。。。。 

 

银行每月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银行每月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银行每月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银行每月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会议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会议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会议由银行首席风险官主持，，，，各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部均出席会各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部均出席会各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部均出席会各部门主管和操作风险部均出席会

议议议议。。。。除对银行出现除对银行出现除对银行出现除对银行出现的风险或风险隐患进行讨论和提出解决方案以外的风险或风险隐患进行讨论和提出解决方案以外的风险或风险隐患进行讨论和提出解决方案以外的风险或风险隐患进行讨论和提出解决方案以外，，，，与会者还会审阅银行当期的风险与会者还会审阅银行当期的风险与会者还会审阅银行当期的风险与会者还会审阅银行当期的风险

档案档案档案档案(Risk profile)，，，，并归纳出银行的并归纳出银行的并归纳出银行的并归纳出银行的““““五大重要风险五大重要风险五大重要风险五大重要风险”””” (Top 5 risks)，，，，以明确下一阶段银行的以明确下一阶段银行的以明确下一阶段银行的以明确下一阶段银行的

风险管理重点风险管理重点风险管理重点风险管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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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公司治理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公司治理情况 

(一一一一) 董事会构成董事会构成董事会构成董事会构成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2014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董事会构成如下董事会构成如下董事会构成如下董事会构成如下：：：：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兼代理执行董事兼代理执行董事兼代理执行董事兼代理执行董事– Gilles Planté 

非非非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执行董事执行董事 – 李权李权李权李权 

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 – Alistair Bulloch 

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 – Warwick Smith 

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 – 经天瑞经天瑞经天瑞经天瑞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 吴建明吴建明吴建明吴建明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 徐平徐平徐平徐平 

 

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主要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主要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主要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向股东报告并执行股东向股东报告并执行股东向股东报告并执行股东向股东报告并执行股东决议决议决议决议，，，，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对公司的经营成果

和财务状况负最终责任和财务状况负最终责任和财务状况负最终责任和财务状况负最终责任。。。。 

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 

我行我行我行我行董事会在董事会在董事会在董事会在2014年度切实地履行了受托和看管职责年度切实地履行了受托和看管职责年度切实地履行了受托和看管职责年度切实地履行了受托和看管职责。。。。在在在在2014年年年年，，，，董事会及其下设各委员会依照董事会及其下设各委员会依照董事会及其下设各委员会依照董事会及其下设各委员会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监管要求监管要求监管要求、、、、章程和相关规章的规定章程和相关规章的规定章程和相关规章的规定章程和相关规章的规定，，，，积极履行积极履行积极履行积极履行我行我行我行我行治理架构下的职责治理架构下的职责治理架构下的职责治理架构下的职责。。。。董事会分别董事会分别董事会分别董事会分别

于于于于2014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21日日日日、、、、5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8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11月月月月28日召开了日召开了日召开了日召开了四次四次四次四次例会例会例会例会，，，，定期听取本定期听取本定期听取本定期听取本行行行行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

有有有有关经营绩效关经营绩效关经营绩效关经营绩效、、、、分支行建设分支行建设分支行建设分支行建设、、、、重大重大重大重大IT项目项目项目项目以及新产品上线以及新产品上线以及新产品上线以及新产品上线进展进展进展进展等管理报告等管理报告等管理报告等管理报告、、、、重大法规和监管要求的重大法规和监管要求的重大法规和监管要求的重大法规和监管要求的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讨论和审议了本讨论和审议了本讨论和审议了本讨论和审议了本行行行行业务发展战略业务发展战略业务发展战略业务发展战略、、、、财务预算财务预算财务预算财务预算、、、、内部授权划分内部授权划分内部授权划分内部授权划分、、、、重要风险重要风险重要风险重要风险、、、、合规管理政策合规管理政策合规管理政策合规管理政策

的更新的更新的更新的更新、、、、外部审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的聘任和费用预算的聘任和费用预算的聘任和费用预算的聘任和费用预算等相关事宜等相关事宜等相关事宜等相关事宜。。。。此外此外此外此外，，，，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于于于于10月月月月28日日日日召开了召开了召开了召开了一一一一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讨论并讨论并讨论并讨论并通过通过通过通过了了了了2014薪酬分配议案和薪酬分配议案和薪酬分配议案和薪酬分配议案和更新后的更新后的更新后的更新后的澳新中国薪酬指导澳新中国薪酬指导澳新中国薪酬指导澳新中国薪酬指导。。。。 

(二二二二) 监事监事监事监事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及其工作情况 

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设设设设监事一名监事一名监事一名监事一名，，，，由股东由股东由股东由股东方方方方委派委派委派委派 Doug Stolberg 先生担任此职先生担任此职先生担任此职先生担任此职。。。。 

监事由股东任命监事由股东任命监事由股东任命监事由股东任命，，，，对股东负责对股东负责对股东负责对股东负责，，，，并向股东报告并向股东报告并向股东报告并向股东报告。。。。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审阅董事会文件审阅董事会文件审阅董事会文件审阅董事会文件，，，，听取高级听取高级听取高级听取高级

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从监事的角度积极参与董事们的讨论从监事的角度积极参与董事们的讨论从监事的角度积极参与董事们的讨论从监事的角度积极参与董事们的讨论，，，，检查银行财务状况和检查银行财务状况和检查银行财务状况和检查银行财务状况和

财务工作财务工作财务工作财务工作，，，，监督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并定期向股东汇报监督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并定期向股东汇报监督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并定期向股东汇报监督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并定期向股东汇报。。。。 

(三三三三) 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独立董事对澳新中国及其股东负有诚信独立董事对澳新中国及其股东负有诚信独立董事对澳新中国及其股东负有诚信独立董事对澳新中国及其股东负有诚信、、、、勤勉的义务勤勉的义务勤勉的义务勤勉的义务。。。。独立董事按照独立董事按照独立董事按照独立董事按照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独立履行职责独立履行职责独立履行职责独立履行职责，，，，维护维护维护维护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澳新中国的整体利益的整体利益的整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01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澳新中国的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和徐平先澳新中国的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和徐平先澳新中国的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和徐平先澳新中国的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和徐平先

生生生生，，，，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的讨论和决策的讨论和决策的讨论和决策的讨论和决策，，，，对会议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对会议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对会议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对会议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公正的独立意见公正的独立意见公正的独立意见，，，，注重维护存注重维护存注重维护存注重维护存

款人权益款人权益款人权益款人权益。。。。吴建明先生还担任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吴建明先生还担任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吴建明先生还担任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吴建明先生还担任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在关联交易管理在关联交易管理在关联交易管理在关联交易管理方面提出独立方面提出独立方面提出独立方面提出独立、、、、公正公正公正公正、、、、

建设性和有益的意见建设性和有益的意见建设性和有益的意见建设性和有益的意见，，，，特别关注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特别关注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特别关注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特别关注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徐平先生同时担任徐平先生同时担任徐平先生同时担任徐平先生同时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审计委员会主席审计委员会主席审计委员会主席，，，，

对对对对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内内内内外外外外部审计等方面部审计等方面部审计等方面部审计等方面，，，，献言献策献言献策献言献策献言献策，，，，并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经验提出并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经验提出并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经验提出并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经验提出看法看法看法看法和建议和建议和建议和建议。。。。20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独立董事勤勉独立董事勤勉独立董事勤勉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职责尽责地履行了职责尽责地履行了职责尽责地履行了职责。。。。 

(四四四四) 高级管理高级管理高级管理高级管理层层层层构成及其基本情况构成及其基本情况构成及其基本情况构成及其基本情况 

澳澳澳澳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行长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行长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行长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行长/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副行长副行长副行长副行长、、、、分分分分（（（（支支支支））））行行长及监管机构确定的其他高行行长及监管机构确定的其他高行行长及监管机构确定的其他高行行长及监管机构确定的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级管理人员级管理人员级管理人员。。。。澳新中国行长澳新中国行长澳新中国行长澳新中国行长、、、、副行长副行长副行长副行长、、、、分分分分（（（（支支支支））））行行长行行长行行长行行长、、、、副行长及其他董事会决定的各业务副行长及其他董事会决定的各业务副行长及其他董事会决定的各业务副行长及其他董事会决定的各业务、、、、营运营运营运营运

等方面的主管均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等要求等方面的主管均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等要求等方面的主管均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等要求等方面的主管均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等要求，，，，熟悉银行业务及其内熟悉银行业务及其内熟悉银行业务及其内熟悉银行业务及其内

部部部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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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构成高级管理人员构成高级管理人员构成高级管理人员构成：：：： 

机构机构机构机构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拟任) Huang Xiaoguang（黄晓光） 

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 Lau Hong Swee（刘宏瑞） 

副行长 Liu Hong（刘宏） 

首席运营官 吴昊 

首席财务官 Su Shiow Hwa （苏秀华） 

合规负责人 TAN SIWEI (谭思为） 

内审负责人 Chan Choi Hung (陈彩红）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行长 姜云生 

副行长 David Leong（梁玳伟） 

副行长 朱一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自贸试验区支行 
行长 杨瑞琪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新天地支行 
行长(代理) 蓝甜甜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行长 刘雪斌 

副行长 李燕东 

合规负责人 刘沙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中关村支行 
行长(代理) 姜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行长 邓妙娟 

副行长 谈东文 

副行长兼支行行长 祝捷 

副行长 余士元 

合规负责人 李永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行长 林佩宜 

副行长 马佳 

合规负责人 毛润青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行长 伍雁 

合规负责人 刘勤书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行长 范静东 

合规负责人 代华 
 

(五五五五) 我行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我行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我行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我行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我行我行我行我行2014年全年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约为年全年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约为年全年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约为年全年发放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约为CNY56,728,064.62元元元元；；；； 

我行我行我行我行2014年全年年全年年全年年全年发放给全部董事及监事的薪酬约为发放给全部董事及监事的薪酬约为发放给全部董事及监事的薪酬约为发放给全部董事及监事的薪酬约为CNY800,000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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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我行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我行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我行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我行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4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七七七七) 我行公司治理的整体评价我行公司治理的整体评价我行公司治理的整体评价我行公司治理的整体评价 

目前我行的治理组织架构总体运作效果良好目前我行的治理组织架构总体运作效果良好目前我行的治理组织架构总体运作效果良好目前我行的治理组织架构总体运作效果良好。。。。本行股东本行股东本行股东本行股东、、、、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权责清晰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权责清晰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权责清晰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权责清晰，，，，各各各各

方独立运作方独立运作方独立运作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有效制衡有效制衡有效制衡。。。。同时同时同时同时，，，，我行董事我行董事我行董事我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均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均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均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均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业务技能业务技能业务技能业务技能、、、、

职业操守和从业经验职业操守和从业经验职业操守和从业经验职业操守和从业经验，，，，是一支有效的公司治理组织力量是一支有效的公司治理组织力量是一支有效的公司治理组织力量是一支有效的公司治理组织力量。。。。 

 

 

 

 

 

 

 

 

首席审计官 
陈彩红 
 

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黄晓光(拟任) 

地域地域地域地域 公司金融部公司金融部公司金融部公司金融部 零售银行部零售银行部零售银行部零售银行部 

零售银行部总经理 

李敏慧 

支持部门支持部门支持部门支持部门 

华北区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兼北京分行行长 

刘雪斌 

华南区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兼广州分行行长 

邓妙娟 

首席营运官 

吴昊 

公司金融部总经理 

刘宏 

华东区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兼上海分行行长 

姜云生 

首席财务官 

苏秀华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支琳 

合规部总经理 

谭思为 

市场部总经理 

王令茜 

法务部总经理 

徐晶晶 

华西区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兼重庆分行行长 

伍雁 

业务经理 

朱一帆 

行政秘书 

关晓寒 

环球市场部环球市场部环球市场部环球市场部 

环球市场部总经理 

潘添礼 

杭州分行行长 

林佩宜 

华西区公司业务部总

经理兼成都分行行长 

范静东 

交易银行部交易银行部交易银行部交易银行部 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环球银行部 

金融机构业务部金融机构业务部金融机构业务部金融机构业务部 

环球综合产业部环球综合产业部环球综合产业部环球综合产业部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能源和基建部能源和基建部能源和基建部能源和基建部 

风险部 

刘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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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重大事项重大事项重大事项重大事项 

我行前任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权先生于我行前任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权先生于我行前任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权先生于我行前任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权先生于2014年年年年8月提出辞职月提出辞职月提出辞职月提出辞职，，，，并于并于并于并于2014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31日结束了其在我行担任日结束了其在我行担任日结束了其在我行担任日结束了其在我行担任

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任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任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任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任职；；；；同时也不再担任我行的执行董事同时也不再担任我行的执行董事同时也不再担任我行的执行董事同时也不再担任我行的执行董事。。。。经监管机构认可经监管机构认可经监管机构认可经监管机构认可，，，，于于于于2014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1日起日起日起日起，，，，李权李权李权李权

先生担任我行的非执行董事先生担任我行的非执行董事先生担任我行的非执行董事先生担任我行的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一职暂时由董事会主席兼任执行董事一职暂时由董事会主席兼任执行董事一职暂时由董事会主席兼任执行董事一职暂时由董事会主席兼任。。。。 

黄晓光先生被我行聘用黄晓光先生被我行聘用黄晓光先生被我行聘用黄晓光先生被我行聘用，，，，将在监管机构的认准之后将在监管机构的认准之后将在监管机构的认准之后将在监管机构的认准之后，，，，正式担任我行的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正式担任我行的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正式担任我行的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正式担任我行的行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一职一职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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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财务报表  

澳新中国的财务报表澳新中国的财务报表澳新中国的财务报表澳新中国的财务报表，，，，包括截至包括截至包括截至包括截至2014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日的资产负债表和日的资产负债表和日的资产负债表和2014年度的利润表年度的利润表年度的利润表年度的利润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规定编制的的规定编制的的规定编制的的规定编制的，，，，并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并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并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并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分所审计上海分所审计上海分所审计上海分所审计。。。。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详见年报附件澳新中国详见年报附件澳新中国详见年报附件澳新中国详见年报附件澳新中国2014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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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分支行及联络方式分支行及联络方式分支行及联络方式分支行及联络方式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2014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澳新中国网络澳新中国网络澳新中国网络澳新中国网络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澳新中国总部澳新中国总部澳新中国总部澳新中国总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 15

楼楼楼楼、、、、17 楼楼楼楼和和和和 12 楼楼楼楼 B 单元单元单元单元 
+86 21 6169 6000 +86 21 6169 6199 

上海分行上海分行上海分行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号未来资产大厦 1 层层层层 
+86 21 6169 6023 +86 21 6169 6199 

上海新天地支行上海新天地支行上海新天地支行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 220

号号号号 
+86 21 6136 6100 +86 21 6136 6199 

上海自贸区支行上海自贸区支行上海自贸区支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 2

号三联大厦号三联大厦号三联大厦号三联大厦 501-505 及及及及

507 室室室室 
+86 21 6010 9888 +8621 6010 9899 

北京分行北京分行北京分行北京分行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号号号，，，，华贸购物中心华贸购物中心华贸购物中心华贸购物中心

L130B、、、、L234 
+86 10 6599 8188 +86 10 8588 8696 

北京中关村支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东三街北京市海淀区东三街北京市海淀区东三街北京市海淀区东三街 2

号号号号，，，，欧美汇大厦一层欧美汇大厦一层欧美汇大厦一层欧美汇大厦一层 101

室室室室 
+86 10 6250 6301 +86 10 6250 6326 

广州分行广州分行广州分行广州分行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8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20 层层层层

02 单元单元单元单元 
+86 20 3814 1088 +86 20 3814 1077 

广州天河支行广州天河支行广州天河支行广州天河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6

号海航大厦号海航大厦号海航大厦号海航大厦 G107 商铺商铺商铺商铺及及及及

办公楼办公楼办公楼办公楼 2602-04 
+86 20 8916 6088 +86 20 8916 6000 

重庆分行重庆分行重庆分行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68 号号号号

大都会商厦大都会商厦大都会商厦大都会商厦 11 楼楼楼楼 
+86 23 8810 5988 +86 23 8810 5971 

杭州杭州杭州杭州分行分行分行分行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26 号号号号

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2 号号号号

楼楼楼楼 102 室及室及室及室及 1 号楼号楼号楼号楼 302

室室室室 

+86 571 2689 0886 +86 571 2689 0877 

成都分行成都分行成都分行成都分行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

星路三段星路三段星路三段星路三段 1 号成都国际金号成都国际金号成都国际金号成都国际金

融中心一号办公楼融中心一号办公楼融中心一号办公楼融中心一号办公楼 30 楼单楼单楼单楼单

元元元元 3 

+86 28 6872 1911 +86 28 6872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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