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 



 
 
 

目录 

一、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 1 

二、 资本数量及构成 ..................................................................................................... 1 

三、 各级资本充足率 ..................................................................................................... 2 

四、 信用风险暴露及评估 ............................................................................................ 3 

五、 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 4 

六、 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 5 

七、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 5 

八、 其他风险暴露和评估 ............................................................................................ 5 



1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1 号《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以及相关要求，现对我行 2022 年

上半年资本充足率的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珠海总行及北京分行，与财务并表范围

无差异。 

二、 资本数量及构成 

(一) 我行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关系： 

与我行相关的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

表项目 

1.核心一级资本  

    1.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实收资本 

    1.3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1.4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1.5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1.7 其他 其他综合收益 

2.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2.1.2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与之

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无形资产 

5.二级资本  

    5.2.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采用权重法计算信用风

险加权资产的银行） 
贷款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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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级资本及扣减项 

本报告期内，我行无增加或减少实收资本、分立和合并事项，无

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各级资本如下表所示：  

项目 余额 ( 货币单位：百万

元) 
1.核心一级资本                   1,717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1,000  

   盈余公积                      87  

   一般风险准备                      18  

  未分配利润                     615  

  其他                      -2  

2.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与之

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1  

3.二级资本                       3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采用权重法计算信用

风险加权资产的银行） 

                      3  

4.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716  

  一级资本净额                   1,716  

  总资本净额                   1,719  

 

三、 各级资本充足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商业银行各级资本

充足率不得低于如下最低要求：  

（一）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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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 

（三）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

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特定情况下，还应计提逆周期资本，逆

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0-2.5%，但目前银保监会暂未要求

提取逆周期资本。另外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

资产的 1%，但我行目前未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银行，该资本要求不

适用于我行。综上所述，我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 8%，总体资本

充足率要求是 10.5%。 

我行按照银监会规定的公式计算资本充足率：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远远大于银保

监会的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4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41% 

资本充足率% 141% 

 

四、 信用风险暴露及评估 

（一） 定性信息 

100% 
总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资本充足率
风险加权资产

100% 
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一级资本充足率
风险加权资产

100% 
核心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风险加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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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逾期贷款是指没有按贷款合同规定

的期限偿还本金或利息的各项贷款的本金余额。不良贷款是指贷款五

级分类为“次级类”、“可疑类”及“损失类”贷款本金余额。 

2．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我行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贷

款计提减值准备，但不得低于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我行 2022 年 6

月按贷款余额的 1.5%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 

3． 各类风险暴露加权资产采用的计量方法：我行按银监会给定

的风险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二）定量信息 

1．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表内信用风险暴露为 1,729 百万元，

表外转换后风险暴露为 50 百万元，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缓释后风险暴

露余额为 1,779 百万元，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 727 百万元 

 

2．逾期及不良贷款总额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贷款还款付息完全正常，无逾期

及不良贷款。 

3．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累计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为 2.9 百万

元。  

五、 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一） 定性信息 

我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需计量的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



5 
 

及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的资本要求包括特定市场风险和一般市场风险

的资本要求两部分。 

(二） 定量信息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 21 百万元，市

场风险加权资产为 268 百万元。 

六、 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我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行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为 18 百万元，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224 百万元。 

七、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我行暂无资产证券化业务。 

八、 其他风险暴露和评估 

（一）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我行没有因衍生工具交易或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交易对手信用

风险，所以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不适用于我行。 

（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情况 

1、定性信息 

我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主要源于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重新定价

日的不匹配。我行的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主要以人民币计价。我行银

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过程包括了对客户提前支取存款行为的假设，无

到期日存款以隔夜到 1 个月期限为基础进行风险计量，其它产品以合

约日为基准进行计量。我行每月计量及监测利率波动对银行净值及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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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簿净利总收入的影响。 

2、定量信息 

根据银保监会的要求，通过对银行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

重定价期限的统计，采用特定利率冲击情景，计算利率波动对经

济价值的影响，衡量银行潜在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水平。我行目

前以人民币业务及美元业务为主，银行账簿利率重新定价期限主

要为一年期以下，利率风险水平较低。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

行人民币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的最大经济价值变动值为 0.14

百万元，美元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的最大经济价值变动值为

1.6 百万元。 

（三）流动性风险情况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

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

金需求的风险。银行已制订了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及流程，及时识别

和控制短期和长期的流动性风险，建立了严格的流动性风险管理限额

体系以及全面的流动性风险监测框架，将法规所要求监管指标与监测

指标纳入其中，确保银行实施审慎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并保障银行资金

满足日常和市场信贷/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的经营需求。 

（四）股权投资及其损益 

我行暂无股权投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