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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女士、戴国强先生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对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赵炯，分管财务副总裁李依贫，预算财务部

总经理李原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概况 

2.1 公司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中文缩写名称 交银国际信托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BANK OF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TRUST CO., LTD. 

法定英文缩写名称 BOCOMMTRUST 

法定代表人 赵炯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瑞通广场B座16-17层 

邮政编码 430015 

国际互联网网址 www.bocommtrust.com 

电子信箱 jygx@bocommtrust.com 

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 赵德刚 

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联系方式 电话：021-32169666；传真：021-62706820 

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 金融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年报备臵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瑞通广场B座16层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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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组织结构 

 

 

 

 

 

 

 

 

 

 

 

 

 

 

 

 

 

 

 

 

 

 

 

 

 

 

 

 

 

 

 

 

3.公司治理结构 

3.1 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总数 2 家，出资比例及股东情况如下： 

表 3.1.1 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经 

营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 

1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5% 牛锡明 742.63 亿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城中路 188 号 

银行 

业务 

2015 年末，资产总额人民币

71553.62 亿元，每股净资产人

民币 7.00元，资本充足率

13.49%，全年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665.28 亿元。 

风险管理委员会 

信托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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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监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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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省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5% 张嗣义 100 亿元 

武汉市汉阳区龙

阳大道 36号顶琇

广场 A 栋 25楼 

交通基

础项目

建设等 

2015 年末，资产总额人民币

3,001.95 亿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 2,046.49亿元，全年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 15.24 亿元。 

注：★表示实际控制人。 

3.2 董事 

表 3.2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选任日期 
所推举的 

股东名称 

该股东持

股比例 
简要履历 

赵 炯 董事长 男 54 2012.06.04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5% 

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人事教育处处长、营业部总经

理、行长；现任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吴 伟 董事 男 46 2013.12.27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5% 

博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交通银行财务

会计部财务处副处长、财务会计部副总

经理、预算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辽宁省分行行长，交通银行投资银行部

总经理、投资银行业务中心总裁；现任

交通银行首席财务官兼任资产负债管

理部总经理。 

龙传华 董事 男 53 2014.12.31 

湖 北 省 交

通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5% 

博士，高级经济师，历任黄石市委政研

室副主任、主任，黄石市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现

任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 

栾立冰 董事 男 50 2013.01.25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5% 

硕士，历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工

行处调研员、综合处调研员、交行处处

长、准入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交通银

行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现任交通银行

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颇 颖 董事 女 44 2013.01.25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5% 

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交通银行南宁

分行计划处副处长，总行财务会计部副

处长、高级经理，苏州分行副行长；现

任交通银行预算财务部副总经理。 

赵海慧 董事 男 40 2015.08.12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5% 

硕士，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投资管理

部副高级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现任交通银行战略投资部副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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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纯 
独立董

事 
女 52 2011.07.28 － － 

博士，历任上海财经大学讲师、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

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会计与财务

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戴国强 
独立董

事 
男 63 2015.5.27 - - 

博士，历任上海财经大学讲师、副教授、教

授，财务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院常务副

院长、院长，MBA 学院院长,商学院副院长；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

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

理事、上海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等。 

3.3 监事 

表 3.3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选任日期 
所推举的 

股东名称 

该股东 

持股比例 
简要履历 

姚永杰 监事长 男 57 2013.04.02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85% 

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行长，昆明分行副行长，西安分行行长，华

中审计部总经理；现任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监事长。 

兰国光 监事 男 46 2014.12.31 

湖北省交

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15% 

本科，会计师，历任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总监、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融资财务部副部长、审计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

务部部长。 

韩泽民 职工监事 男 53 2010.11.05 -- -- 

本科，经济师，历任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金融部经理、国际金融部经理、办公

室副主任、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综合管

理部副总经理；现任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监察室副主任。 

3.4 高级管理人员 

表 3.4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日期 金融从业年限 学历/学位 专业 

赵 炯 总裁 男 54 2008.09.01 22 硕士 工商管理 

李依贫 副总裁 男 51 2007.09.29 19 硕士 财务金融 

孟宪宇 副总裁 男 38 2013.04.28 16 硕士 企业管理 

谢 洁 副总裁 男 42 2013.04.28 15 硕士 世界经济 

蔡 平 副总裁 男 53 2013.09.03 3 硕士 管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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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司员工 

报告期末，员工总数为 187 人，平均年龄 34 岁，学历分布比率为：

博士 0.53%；硕士 56.16%；本科 41.71%；专科 0.53%；其他 1.07%。 

 

4.经营管理 

4.1 经营目标、方针、战略规划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将公司打造成为“业

务结构持续优化，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特色鲜明，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

持续增长，行业地位不断攀升，风险管理成效明显的个性化金融服务供

应商、高端理财产品的制造商、综合金融受托服务提供商和金融要素资

源的整合主体”。 

4.2 所经营业务的主要内容 

（1）信托融资业务：包括信托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

PPP项目融资、应收账款融资、项目收益权融资、并购融资、房地产融资、

外汇资金信托等产品。（2）信托投资类业务：固定收益类投资、受托境

外理财（QDII）、证券投资信托、私人股权投资（PE）和产业投资基金等

产品。（3）事务管理类业务：信贷和企业资产证券化、家族财富管理信

托、土地流转信托、员工持股计划等产品。 

自营业务：公司按照“低风险、多元化”的配置原则管理运用自有

资金，配置品种包括自营贷款、基金投资、理财产品、股权投资等类别，

兼顾权益类和固定收益类，充分考虑资产流动性、期限和收益之间的合

理平衡，确保上述各类资产配置比例都在合理范围内。 

信托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表 4.2.1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运用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 占比 

货币资产 720,685.86 1.46% 基础产业 19,462,151.31 39.30% 

贷款 20,255,131.79 40.91% 房地产 2,665,199.27 5.38%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925,836.15 24.08% 证券市场 12,121,680.81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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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1,934.03 1.13% 实业 5,537,721.93 11.18% 

持有至到期投资 2,177,640.40 4.40% 金融机构 2,533,139.53 5.12% 

长期股权投资 2,017,489.38 4.07% 其他 7,196,441.11 14.54% 

其他 11,857,616.35 23.95%    

信托资产总计 49,516,333.96 100.00% 信托资产总计 49,516,333.96 100.00% 

 

自营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表 4.2.2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运用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 占比 

货币资产 65,823.28 10.01% 基础产业 50,000.00 7.60% 

贷款及应收款 412,395.62 62.72% 房地产业 130,720.00 19.88% 

交易性金融资产     证券市场 20,836.57 3.1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6,836.57 7.12% 实业     

持有至到期投资     金融机构 32,000.00 4.87% 

长期股权投资 67.00 0.01% 其他 423,962.23 64.48% 

其他 132,396.32 20.14% －     

资产总计 657,518.79 100.00% 资产总计 657,518.79 100.00% 

 

4.3 市场分析 

4.3.1 有利因素 

一是经济改革发展孕育机遇。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金

融市场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顶层设计持续释放经济活力；区域经

济改革、“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孕育

新的投资热点；财富集聚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升级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

需求。 

二是监管支持政策不断兑现。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监管政策持续创

新，监管导向向包容性、开放性和市场化转变。《信托公司条例》和《信

托登记管理办法》等信托配套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信托公司发挥制度优

势，回归信托本源业务；《监管评级办法》、《尽职调查指引》和分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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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将为行业规范发展和良性竞争提供了良好环境。 

三是多元创新边界持续拓宽。客户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不断增长，

资产证券化等新型业务常态化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投资并购

机会涌现；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设，跨境投资稳步放开，信托综合化

服务价值逐步体现。 

4.3.2 不利因素 

一是经济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从全球来看，总体经济增长放缓，各

经济体发展分化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下行，地缘政治形势不确

定和经济政策不协调，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压力。从国内情况来看，

经济面临着“四降一升”（经济增速、通胀率、企业利润、税收下降，金

融风险上升）的突出矛盾，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尚未完成，宏观经济金融

形势不确定性增大。 

二是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增大。一方面企业有效投融资需求不足，金

融市场呈现“资产荒”局面，业务拓展难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大资管

同质化竞争持续加剧，保险、基金、证券、互联网金融等加速蚕食传统

信托市场，优质客户需求加快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由传统债权

向股权、夹层和基金化融资转变，市场对优质客户、优质资产的争夺更

趋激烈。 

三是风险管控形势复杂严峻。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产业

风险积聚并加快向金融领域传导，信托公司“涉险项目”呈现蔓延态势；

经济转型持续深化，风险交织并相互传染，信托公司出现存量项目风险

难管，增量项目风险难控的局面，对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4.4 内部控制  

4.4.1内部控制环境和内部控制文化 

公司按照“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要求，着力营造氛围和谐、

运转高效的内部控制环境。第一，持续改进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架构。第二，强化内部审计监督作用，促进内部控制稳健运行。第三，

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确保业务运行的各环节均有章可循。第四，按照

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的原则设臵部门和岗位。 

公司积极弘扬全员合规与内控优先的内部控制文化。第一，“三会一

层”均牢固树立合法合规经营的理念，营造合规经营的文化环境。第二，

加强监管政策学习，开展合规管理和专题业务培训。第三，建立公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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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为准则、职业道德规范和诚信记录，坚持内控优先，狠抓制度执行。 

4.4.2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坚持“内控优先、制度先行”的管理理念，持续加强内控制度体

系建设和完善细化工作，制定出台多项业务管理和基础管理制度。公司

建立健全防火墙制度，实现四个分离:即信托业务与自营业务相分离；不

同的信托财产之间相分离；同一信托财产运用与保管相分离；业务操作

与风险监控相分离。 

对于信托业务，在设立环节，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开展信托项目

审批，制定规范的信托文件和项目尽职调查标准；在资金运用环节，公

司严格履行受托人职责，依法运用信托财产，实现审批、运用和保管分

离；在管理环节，公司不断完善风险识别、评估、监控、报告体系，前、

中、后台紧密配合，形成职责明晰、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在清算终止

环节，公司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信托文件制作清算报告，并向受益人进

行信息披露，持续完善信托业务档案管理制度。截至2015年末，公司信

托赔付率为零。 

对于固有业务，公司建立健全固有业务决策机制，2015年年初制定

科学合理的年度自有资金配臵计划与风险容忍度，并严格按照相关程序

进行审批，实现固有业务协调发展；通过动态的监控机制、严密的账户

管理、严格的资金审批调度、规范的交易操作、以及完善的业务档案管

理，公司严格控制固有资金的投资风险，重要投资均有详细的风险分析

支持。截至2015年末，公司不良资产率为零。 

4.4.3 监督评价与纠正 

2015 年度公司内审工作监督评价与纠正机制成效显著。一是内部审

计和外部检查工作保持常态化。内审部门按照董事会审定的年度审计工

作计划实施了项目审计检查评价工作；外部监管和审计机构对公司进行

了监管检查和内部控制审计等外部监督工作。二是内审部门职能不断优

化完善。内审部门在公司审计委员会业务指导和公司管理层领导下，细

化落实内审业务要求，不断优化完善内审职能工作。2015 年内审职能工

作重点是内部控制审计和重要业务环节专项审计，并进一步加大事中审

计力度，建立常态化非现场资料收集与整理分析机制，定期形成汇总报

告，为各类审计项目提供了有力线索和支撑，提升了内审工作效率，实

现了审计关口的进一步前移。三是制定《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

《公司项目审计试行办法》等制度，完善对公司各职能部门和经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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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情况的监督评价机制，强化审计整改或完善落实。 

4.5 风险管理  

4.5.1风险管理概况 

公司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

险及其他风险等。公司形成了“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评价”的风险

管理机制。 

4.5.1.1信用风险状况 

（1）信托业务信用风险状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存续信托

项目714个，存续受托规模4,868.48亿元，信托赔付率为零，按照相关部

门要求计提一般准备与专项准备。2015年，项目均正常分配投资者收益。 

（2）固有业务信用风险状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自有资金

贷款余额为23.07亿元，固有业务信用风险资产均为正常类，不良资产的

期初数与期末数均为零，按照相关部门要求计提一般准备与专项准备。

2015年，交易对手履约情况正常，公司固有业务信用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4.5.1.2市场风险状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信托资产投资、固有资产投资市场风险情况

正常；自有资金证券投资未突破公司确定的风险容忍度限额。 

4.5.1.3操作风险状况 

公司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并不断完善操作风险管控。截

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因操作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4.5.1.4其他风险状况 

其他风险主要有合规风险、政策风险等。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

司未发生因上述风险造成的损失。 

4.5.2风险管理 

4.5.2.1信用风险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加强项目运行前端风险管控，

以尽职调查为重要风控抓手，科学评估交易对手的履约能力与意愿，筛

选现金流充裕且第二还款来源稳固的项目，辅以有效的信用增级措施，

如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抵押品进行评估，对担保物的充足性进行严格

把关，审慎评估保证人的履约能力等，切实提高信用风险的保障系数。

另，公司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计提一般准备与专项准备。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公司深入研究影响交易对手履约能力的各种风

险因素，持续跟踪抵质押物价值对融资本息的保障系数，加强监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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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来源的变化情况，持续高效开展项目后续管理，并根据具体问题研

究采取相关应对措施，确保项目信用风险的可控、可测、可承受。 

4.5.2.2市场风险管理 

第一，详细评估项目的市场风险，密切关注有关风险因子、情景的

变化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第二，配备专业团队，对市场风险的

认识较为充分、投资行为较为审慎。第三，加强形势分析预测，制定年

度自有资金配臵计划与风险容忍度。第四，公司高度重视市场价格风险

因素的管理，不断强化对自有资金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与管理,密切关注

经济运行状况，严控因宏观政策调整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4.5.2.3操作风险管理 

第一，公司建立了严格的部门职责、员工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和操

作规程，形成了职责分明、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和严格的审核、复核

程序；第二，公司持续推进综合业务系统开发上线，并建立了全面的、

规范的、现代化的信息系统管理流程；第三，公司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持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切实提高业务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截

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未出现重大差错和失误，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4.5.2.4其他风险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开展业务；公司

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4.5.3净资本管理 

净资本 50.12 亿元，各项风险资本 23.73 亿元，净资本与各项业务

风险资本之和之比为 264.74%，净资本与净资产之比为 79.77%，大于监

管要求的 40%标准。2015 年末净资本监管各项指标全面达标。 

4.6 消费者权益保护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

导意见》和监管机构指导意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制定了《交银国信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

法》、《交银国信消费者权益保护应急预案》等制度，加强公司组织体

系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注重投资

者宣传教育，确保消费者依法享有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权利，

促进产品管理水平和消费者服务质量的提升，切实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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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5.报告期末及上一年末的比较式会计报表 

5.1 自营资产 

5.1.1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全文 

 

 

审计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 20685 号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

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

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

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

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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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贵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市 

2016 年 3 月 15 日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 

周    章 

 

 
____________ 

谭 麟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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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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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公司及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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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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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信托资产 

5.2.1 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1 信托资产： 

2 1.货币资金 720,685.86 1,611,920.88 

3 2.拆出资金 - - 

4 3.存出保证金 - - 

5 4.交易性金融资产 11,925,836.15 7,896,202.53 

6 5.衍生金融资产 - - 

7 
6.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10,419,866.59 5,170,076.31 

8 7.应收款项 278,189.64 197,089.35 

9 8.发放贷款 20,255,131.79 19,737,061.85 

10 
9.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561,934.03 51,083.26 

11 10.持有至到期投资 2,177,640.40 1,765,575.73 

12 11.长期应收款 - - 

13 12.长期股权投资 2,017,489.38 1,726,041.82 

14 13.投资性房地产 - - 

15 14.固定资产 - - 

16 15.无形资产 - - 

17 16.长期待摊费用 - - 

18 17.其他资产 1,159,560.12 1,644,168.36 

19 18.信托资产总计 49,516,333.96 39,799,220.09 

20 
19.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 - 

21 信托负债： 

22 20.交易性金融负债 - - 

23 21.衍生金融负债 - - 

24 22.应付受托人报酬 8,499.94 7,042.58 

25 23.应付托管费 6,861.52 4,177.64 

26 24.应付受益人收益 345.25 - 

27 25.应交税费 1,066.00 839.92 

28 26.应付销售服务费 3.39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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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7.其他应付款项 218,578.37 57,809.49 

30 28.其他负债 - - 

31 29.信托负债合计 235,354.47 69,875.81 

32 信托权益： 

33 30.实收信托 48,684,768.54 39,320,310.28 

34 31.资本公积 - - 

35 
32.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5,613.56 - 

36 33.未分配利润 590,597.39 409,034.00 

37 34.信托权益合计 49,280,979.49 39,729,344.28 

38 
35.信托负债和信托

权益总计 49,516,333.96 39,799,220.09 

公司负责人：赵炯    主管信托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依贫    信托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悦迎 

5.2.2 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编制单位：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5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1 1.营业收入 3,155,957.24 2,484,345.91 

2     1.1利息收入 2,626,478.90 2,059,326.45 

3     1.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27,290.58 369,842.63 

4 
       1.2.1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0 - 

5 
    1.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2,569.62 52,055.93 

6     1.4租赁收入  0 - 

7     1.5汇兑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378.31 - 

8     1.6其他收入 9,239.83 3,120.90 

9 2.支出 416,922.44 273,243.61 

10 2.1营业税金及附加 5,831.38 2,290.22 

11 2.2受托人报酬 76,742.71 71,034.91 

12 2.3托管费 26,856.78 18,086.40 

13 2.4投资管理费 16,155.46 15,470.70 

14 2.5销售服务费 7,083.79 2,937.22 

15 2.6交易费用 3,373.87 2,078.31 

16     2.7资产减值损失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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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8其他费用 280,878.45 161,345.85 

18 3.信托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39,034.80 2,211,102.30 

19 4.其他综合收益 0 - 

20 5.综合收益 2,739,034.80 2,211,102.30 

21 6.    加：期初未分配信托利润 409,034.00 105,393.37 

22 7.可供分配的信托利润 3,148,068.80 2,316,495.67 

23 8.   减：本期已分配信托利润 2,557,471.41 1,907,461.67 

24 9.期末未分配信托利润 590,597.39 409,034.00 

公司负责人：赵炯    主管信托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依贫    信托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悦迎 

6.会计报表附注 

6.1 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说明 

会计报表编制无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事项。 

6.2 或有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及其他或有事项。 

6.3 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报告期内，无重要资产转让或出售。 

6.4 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6.4.1 披露自营资产经营情况 

6.4.1.1 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数、期

末数 

表6.4.1.1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用风险资产 

五级分类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类 损失类 资产合计 

不良资产 

合计 

不良资产

率（%） 

期初数 532,972.30 0.00 0.00 0.00 0.00 532,972.30 0.00 0.00 

期末数 602,563.10 0.00 0.00 0.00 0.00 602,563.10 0.00 0.00 

 

6.4.1.2 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

期核销、期末数 

表 6.4.1.2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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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7,445.60 5,200.00 3,416.80 0.00 9,228.80 

一般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专项准备 7,445.60 5,200.00 3,416.80 0.00 9,228.80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坏账准备 8,457.83 2,934.40 5,195.83 0.00 6,196.4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0.00 

 

6.4.1.3 自营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投

资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1.3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自营股票 基金 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投资 

期初数 0.00 0.00 0.00 22,000.00 0.00 

期末数 0.00 0.00 0.00 22,867.00 0.00 

6.4.1.4 按照投资入股金额排序，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

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主要经营活动及投资收益情况等。 

表 6.4.1.4 

本集团 
企业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投资占例(%) 

中国航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2,000.00 10.0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800.00 4.00 

其他 67.00  

 

本公司 
企业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投资占例(%) 

中国航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2,000.00 10.0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交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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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5 前五名的自营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

情况 

表 6.4.1.5 
企业名称 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还款情况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34% 正常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43.17% 正常 

上海月星环球家饰博览中心有限

公司 
13.49% 正常 

6.4.1.6 表外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按照代理业务、担保业务和

其他类型表外业务分别披露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代理业务、担保业务和其他类型表外业务。 

6.4.1.7 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 6.4.1.7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收入结构 金额 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93,049.94 72.08% 

其中：信托手续费收入 93,049.94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利息收入 16,921.54 13.11% 

其他业务收入 3,947.55 3.06% 

其中：计入信托业务收入部分 3,852.97  

投资收益 14,493.23 11.23%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832.12  

证券投资收益 (39.81)  

其他投资收益 13,700.92  

汇兑收益 580.80 0.45% 

营业外收入 86.18 0.07% 

收入合计 129,079.24 100%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指公司为融资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咨询及融资方

案设计等服务，获得的财务顾问费收入。 

本报告年度共实现信托业务收入总额为 96,902.91 万元，其中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 93,049.94 万元、财务顾问费收入 3,852.97 万元。 

6.4.2 披露信托财产管理情况 

6.4.2.1 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2.1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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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4,795,038.65 7,541,203.53 

单一 34,810,299.86 41,849,393.80 

财产权 193,881.58 125,736.63 

合计 39,799,220.09 49,516,333.96 

6.4.2.1.1 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

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 6.4.2.1.1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254,304.88 385,134.77 

股权投资类 7,679.03 8,290.29 

融资类 2,133,143.51 2,728,766.55 

事务管理类 0.00 0.00 

合计 2,395,127.42 3,122,191.61 

6.4.2.1.2 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

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 6.4.2.1.2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10,281,195.70 14,135,348.54 

股权投资类 1,792,295.53 2,196,767.87 

融资类 23,693,731.82 28,986,939.68 

事务管理类 1,636,869.62 1,075,086.26 

合计 37,404,092.67  46,394,142.35 

6.4.2.2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6.4.2.2.1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

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表 6.4.2.2.1                            单位：人民币万元 

已清算结束 
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 
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 
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23 1,288,715.90 8.22% 

单一类 413 13,887,278.27 5.71% 

财产管理类 10 221,600.00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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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2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

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

事务管理类分别计算并披露。 

表 6.4.2.2.2                           单位：人民币万元 

已清算结束 
信托项目 

项目
个数 

实收信托 
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 
年化信托报酬率 

加权平均实际 
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3 1,200.66 0.36% 2.45% 

股权投资类 0 0.00 0.00 0.00 

融资类 14 680,910.00 1.95% 9.20% 

事务管理类 0 0.00 0.00 0.00 

6.4.2.2.3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

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

事务管理类分别计算并披露。 

表 6.4.2.2.3                             单位：人民币万元 

已清算结束 
信托项目 

项目
个数 

实收信托 
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 
年化信托报酬率 

加权平均实际 
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3 200,728.00 0.05% 7.16% 

股权投资类 5 209,957.84 0.26% 6.60% 

融资类 410 14,061,228.43 0.16% 5.71% 

事务管理类 11 243,569.24 0.13% 6.79% 

6.4.2.3 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 6.4.2.3                         单位：人民币万元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集合类 60 5,141,936.85 

单一类 411 21,046,519.21 

财产管理类 5 153,986.21 

新增合计 476 26,342,442.27 

其中：主动管理型 68 1,953,690.03 

被动管理型 408 24,388,7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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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新增信托项目指在本报告年度内累计新增的信托项目个数和金额。包

含本年度新增并于本年度内结束的项目和本年度新增至报告期末仍在持续管理的信

托项目。 

6.4.2.4 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2015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以及

行业监管政策导向变化带来的压力，公司全面布局创新发展战略，加快

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步伐，完善了融资类、投资类和受托本源类三大类

产品体系，形成具有银行系特点的完整信托产品线。公司积极推动 PPP

融资信托、受托境外理财信托、信政合作信托、土地流转信托、信贷资

产证券化、员工持股计划等创新业务品种发展，并搭建了“PPP 投资基

金”、“并购基金”、“产业基金”等投资基金业务架构，积极推动各

类投资基金产品的有效落地。当年公司主要推出如下创新产品： 

1、信贷资产证券化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了“汇元 2015 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

托资产支持证券”，该产品创新性地引入了境外担保权贷款入池，标志

着国内外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正式破冰。此外，由公司担任受托机

构、发行人及牵头安排人的“交元 2015 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资产支持证

券”也成功发行，该产品为个人消费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首单。 

2、投资基金信托 

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与当地政府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深度战

略合作，加快投资基金在基础设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投资等领域

的应用和发展，于 2015 年成功中标山东省 PPP 发展基金、四川省 PPP 项

目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等项目，同时实现了

“福建省兴闽产业基金”、“鲁信资本投资基金”和“广投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等多个投资基金项目的成功落地。   

3、受托境外理财（QDII）产品 

公司成功设立了首单受托境外理财（QDII）产品“交银国信〃汇博

1 号境外市场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资金用于认购某证券公司在香

港首次公开发行的 H 股。该产品丰富了公司信托业务产品种类，实现了

公司跨境市场信托业务的新突破，为公司开辟国际化经营模式奠定了坚

实基础。 

4、员工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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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交银国信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交银国信〃十一科技员工持

股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参与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该项目是公司运用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资本市

场的重要尝试，标志着公司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5、土地流转信托 

公司首单土地流转信托“交银国信〃周浦花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单一信托”成功落地，该项目由公司作为受托人，将委托人归集的土地

承租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财产权信托，并将土地转租给专业的运营方，

由其开发周浦花海生态园并进行后续运营管理。此次土地流转信托的成

立，实现了上海市首单土地流转信托业务的突破，对于上海此类土地稀

缺型城市农地的规范化和集约化利用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 

6.4.2.5 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

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6.5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6.5.1 关联交易方的情况 

表 6.5.1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方

数量 
关联交易金额 定价政策 

合计 5家 5,174.61 

按市场价格交易；若无市场价格，

则按公允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定价交易。 

6.5.2 关联交易方的情况 

表 6.5.2 

 

关系性质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控股股东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牛锡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城中路 188 号 

人民币

742.63 亿元 
银行业务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交银施罗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于亚利 

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城中路 188 号 

人民币 20000

万元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

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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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上海交银企业管

理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关兴社 
上海市长宁区仙

霞路 18号  

人民币 1000

万元 

企业管理，餐饮管理，酒

店管理、大楼物业管理、

会务服务等【企业经营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上海汇经臵业有

限公司 
孙磊 

上海陆家嘴环路

333号东方汇经

中心3楼301室  

人民币 87000

万元 

办公楼及附属配套设施

的经营、出租、出售 

 

全资子公

司 

交银国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孟宪宇 

上海市虹口区欧

阳路218弄1号楼

3楼 

 

人民币 40000

万元 

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股

权管理，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投资顾问【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6.5.3 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6.5.3.1 固有财产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表 6.5.3.1                           单位：人民币万元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0.00 0.00 0.00 0.00 
投资 0.00 0.00 0.00 0.00 
租赁 0.00 0.00 0.00 0.00 
担保 0.00 0.00 0.00 0.00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 16,000.00 39,000.00 39,000.00 16,000.00 
合计 16,000.00 39,000.00 39,000.00 16,000.00 

6.5.3.2 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

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

总数 

表 6.5.3.2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托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0.00 0.00 0.00 0.00 

投资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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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0.00 0.00 0.00 0.00 

担保 0.00 0.00 0.00 0.00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 30,000.00 0.00 30,000.00 0.00 

合计 30,000.00 0.00 30,000.00 0.00 

6.5.3.3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

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目之间的相互（信信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

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6.5.3.3.1 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 

表 6.5.3.3.1                         单位：人民币万元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年初数 本年借方发生额 本年贷方发生额 年末数 

合计 224,693.23 218,760.00 297,293.23 146,160.00 

6.5.3.3.2 信托项目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

数、期末汇总数 

表 6.5.3.3.2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349,517.83 -189,332.20 160,185.63 

注：以公司受托管理的一个信托项目的资金购买自己管理的另一个信托项目的

受益权或信托项下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6.5.4 关联方逾期未偿还公司资金的情况 

无。 

6.6 会计制度的披露 

公司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 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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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0833.87 万元，利润分配情况如

下： 

1、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照净利润的 10%计提法

定公积金 7083.39 万元； 

2、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

号）规定，按照公司 2015 年末风险资产账面余额的 1.5%差额计提一般

准备 1069.64 万元； 

3、扣除上述利润分配项目后，公司 2015 年度剩余净利润 62680.84

万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76528.25 万元，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39209.09 万元。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意不向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7.2 主要财务指标 

表 7.2 

指标名称 指标值 

资本利润率 12.03% 

加权年化信托报酬率 0.24% 

人均净利润  388.13 万元 

7.3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2015 年无其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8.特别事项揭示 

8.1 前五名股东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无。 

8.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2015 年 5 月，经股东会批准，增补戴国强先生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并于 2016 年 3 月获湖北银监局核准任职资格。 

2015 年 8 月，经股东会批准，选举赵海慧先生拟任本公司董事，并

于 2016 年 3 月获湖北银监局核准任职资格；阮红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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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事项 

无。 

8.4 公司的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无。 

8.5 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报告期内，无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处罚情况。 

8.6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提出的整改意见 

无。 

8.7 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

体及其版面 

无。 

8.8 银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

人了解的重要信息 

无。 

9.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建立健全了比较有效的内控制度，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董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层认

真履行职责，未发现有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也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股东利益和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