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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基本信息

1)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缩写为“瑞士银行中国”）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UBS (China) Limited

2)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20B-1230 单元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亿元

4)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2 日

5)  经营范围：

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

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基金销售。

6)  法定代表人：张琼

7)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瑞士银行有限公司 (UBS AG)，持股 100%

8)  客户投诉热线：4008106299

9)  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本行”）设有总行、北京

朝阳区支行及上海分行三处营业网点。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20B-1230 单元

邮编：100033

电话：(86) 10-5832 7000

传真：(86) 10-5832 7120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院 1 号楼国贸大厦 A 座 32 层 01，02C 单元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5832 7200

传真：(86) 10-5961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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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路 333 号领展企业广场特色商店第 2、3、5、6、7、8、9 号商铺

邮编：200021

电话：(86) 21-2305 7000

传真：(86) 21-2305 7001

公司介绍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瑞士银行有限公司（UBS AG，以下简称“瑞银”或“瑞银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本行前身为 2004 年成立的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2 年 3 月，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转制为外商独资法人银行。

2012 年 5 月 2 日，本行正式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2 年 7 月 23 日，本行正式以

外商独资法人银行的名义对外营业。2014 年 8 月 1 日，本行北京华贸支行正式注册成立，

自2020年6月1日起更名为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支行。2016年2月22日，

本行上海分行正式注册成立。

本行以财富管理业务为核心，辅之以银行同业业务（包括外汇、利率和信用业务以及金融

机构业务）。

本行总行于 2016 年 2 月获准经营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本行北京华贸支行于

2017 年 5 月获准经营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本行总行于 2018 年 2 月获准开展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于 2018 年 9 月获准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本行上海分行于

2019 年 3 月经相关监管机构验收可开展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本行将继续积极

为未来发展投资，进一步拓宽产品和服务，壮大客户服务团队，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财富

管理需求。

本行的战略与瑞银全球经营模式和战略保持一致，即专注于核心业务——财富管理业务。

本行的愿景是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财富管理机构，并践行三大核心价值主张，即本

地知识与全球经验相结合，以全球投资总监办公室为导向的资产配置理念和投资咨询解决

方案，以及关注客户的个人投资、企业发展和家族传承需求。本行致力于为中国国内客户

提供卓越优质的财富咨询和解决方案，并通过发挥产品服务创新、稳健的公司治理以及投

资者教育优势，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通过为中国优秀人才提供就

业及职业深造机会等多种途径促进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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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长及行长致辞

2021 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二年，对全球政治、经济、医疗、人员交流等各个方面继续

构成严峻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瑞士银行

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精心谋划部署，努力开拓创新，稳健推进各项工作，业务发展进入新

阶段。

锐意进取，业务拓展实现新突破。本行着力完善产品体系，推动业务发展，全品类业务平

台建设基本完成，主营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业务收入多元化发展迈出新的步

伐。依托瑞银集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及家族财富传承的业务专长，2021 年

本行作为客户的基础顾问为客户家族财富传承提供综合性的咨询服务，并协同第三方合作

信托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财富保全与传承的家族信托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资产传承、

风险隔离、资产保值等需求。由此，本行成为国内首家推出境内家族信托解决方案的外资

银行。这也标志着本行基本建成涵盖现金存款、代客境外理财、代销公募基金、代销保险、

代销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和家族信托业务的全品类投资平台，能够满足客户流动性、长久性

和传承的综合财富管理需要。本行继续秉承瑞银集团投资总监办公室观点为导向的资产配

置理念，2021 年第一季度在本地落地生根的旗舰产品“瑞”系列基础上新推出收入型多

资产策略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加快布局 QDII 产品，年内推出多款 QDII 基金及更多元化的

结构性票据选择。此外，为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增加业务收入来源，本行借助瑞银集团

在全球衍生品市场的领先优势，年内积极筹备推出面向中国金融机构市场的汇率和利率挂

钩互换衍生品业务，并正有序地建立一支新的业务支持团队。

持续完善，公司治理迈上新台阶。本行注重强化董事会战略决策、监事独立监督、管理层

全权经营的治理体系，确保三大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效制衡、协同发展。年

内，本行优化董事会结构，新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加强对战略执行的监督；结合公司治

理准则监管新规，及时修订本行公司章程；根据董事监事履职评价相关监管新规要求，修

订本行董事监事履职评价政策，完善董事监事履职档案，进一步提升董事监事履职有效性；

加强管理团队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及时填补管理层职位空缺；完善问责管理、薪酬管理

和绩效考评体系；严格关联方管理和关联交易认定，确保关联交易全流程管理；强化消费

者权益保护，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

加大投入，数字转型取得新进展。在瑞银集团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导下，本行持续加大信息

科技和数字化建设投入，全面推进数据中心升级、核心银行系统和其它信息科技系统的开

发和实施；借鉴瑞银集团在云计算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成功经验，制订适应本行业务需求

的云战略及其实施方案；利用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引入便捷用户身份认证技术，

升级网络身份认证体系；逐步扩充信息科技团队，提升信息科技人员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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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经营，合规风控达到新高度。聚焦风险内控长效机制建设，加强对风险偏好制定及重检、

操作风险管理、科技风险管理、业务连续性管理、员工行为的监督。不断强化全面风险管

理和合规内控体系，压实“三道防线”管控，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有效提升合规风控

管理水平。

勇于担当，回馈社区助力新发展。本行积极倡导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

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年内，本行心系河南特大暴雨受灾同胞，组织员工捐款，彰显责

任担当。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汇聚责任力量。

展望 2022 年，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纷繁复杂，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依然严峻，

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未来可期。这一年，本行将迎来在华运营十周年纪念。在新的一年里，

本行将励精图治，践行瑞银使命，顺应市场需求，开创业务发展新局面。作为瑞银集团实

现在华财富管理业务愿景的重要平台，本行将继续依托瑞银财富管理全球行业领先优势，

秉承瑞银财富管理服务理念，打造专业化财富管理业务团队，提升本地财富管理业务实力；

推进产品差异化建设及产品和投向多元化布局，优化境内外资产配置，为客户提供丰富全

面的一站式综合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加强与瑞银在华各业务平台的合作和跨业务协作，向

客户提供瑞银一体化服务，力求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并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吕子杰 张琼

董事长 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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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治理

3.1 股东

本行由瑞士银行有限公司（UBS AG）全资持有，不设股东会。2021 年，瑞士银行有限公

司作为本行的唯一股东切实履行了其股东职责。

3.2 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3.2.1 董事会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规定，本行董事会由股东委派的董事组成。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董事会由以下六名成员组成：

吕子杰（LUI, Tze Kit） 董事长

张琼（ZHANG, Qiong） 执行董事

ROSFELDER, Laurent Eugene 非执行董事

GREUTER, Thomas Roland 非执行董事

肖耿 独立董事

于华（YU, Hua） 独立董事

吕子杰女士 董事长

自 2020 年 7 月 2 日起任本行董事长，曾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现任瑞银集团财富管理中国

区主管兼财富管理中国市场总负责人。1995 年加入瑞银集团，历任财富管理部香港客户

服务分部主管、中国大陆和台湾超高净值客户服务分部主管、中国国际业务分部区域市场

总监、财富管理香港地区主管等职务。此前，曾任职于花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获工

商管理学士学位。

张琼女士 执行董事、行长

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任本行行长，2018 年 10 月 24 日起任本行执行董事，兼财富管理

部主管。2006 年加入瑞银集团，历任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管理部投资产品及服务

总监、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负责人、财富管理部总监等职务。此前，曾任职于美林（亚

太）有限公司、洛希尔（香港）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和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ROSFELDER, Laurent Eugene 先生 非执行董事

自 2018 年 8 月 16 日起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现任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北亚地区首席运营官。

2005年加入瑞银集团，历任财富管理与瑞士银行战略发展部主管、战略与业务开发部主管、

财富管理全球产品提供与销售管理部总监、亚太区超高净值客户产品提供与服务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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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超高净值客户咨询与投资方案部主管、全球超高净值客户部亚太区 Great Wealth 主

管、财富管理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财富管理香港新加坡首席运营官等职务。此前曾任职

于法国兴业证券、瑞士联合银行和麦肯锡公司。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GREUTER, Thomas Roland 先生 非执行董事

自 2019 年 4 月 23 日起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现任瑞银集团财富管理部首席数字和信息办

公室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技术负责人，兼任瑞银前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加入瑞银集团，历任香港分行信息技术经理、新加坡分行信息技术客户经理、财富管理

部亚太区信息技术主管、香港分行信息技术主管。此前，曾任职于 Atraxia AG、Bechtle 

AG、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肖耿先生 独立董事

自2018年12月26日起任本行独立董事。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实践教授、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兼任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董事会主席。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顾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

究院访问学者、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顾问兼研究部主管、香港大学经济金

融学院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清华大

学清华 -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全球中心主任、香港经纶国

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研究主管、副总裁、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学院金融与公

共政策实践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于华先生 独立董事

自 2020 年 7 月 24 日起任本行独立董事。现任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

衍界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北京裕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英国里丁大学经济系和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中心全职金融讲师、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终身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

研究所所长、伦敦人寿保险公司、大西部人寿保险公司和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驻华首席代

表、加拿大鲍尔集团亚太分公司鲍尔太平有限公司副总裁、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摩根士丹利亚洲国际有限公司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

董事会主要负有以下职责：

(a) 确定本行发展战略，并监督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b) 决定本行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c) 制订本行年度财务预算、决算及利润分配、弥补亏损等重大方案；

(d) 聘任或解聘本行高级管理人员；

(e) 审定本行基本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架构；

(f) 监控和指导本行的活动；

(g) 向股东汇报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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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公司章程要求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2021 年，

本行董事会共召开四次定期会议和一次临时会议。本行董事会在任成员及监事均参加了董

事会各次会议。本行董事会成员在会议上就业务战略、业务发展规划、财务状况、业务和

项目进展、新业务计划、产品开发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监管整改进展、监管动向和要求、

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流动性管理、负债质量管理、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管理、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就财富管理业务

战略、信息科技战略、年度预算和业务规划、新业务计划推出、高级管理人员任免、重大

关联交易、基本政策和制度、相关委员会上报事宜等通过了决议。董事会勤勉尽职地履行

了相关法律法规、本行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规定的职责，且所有董事均能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要求，专业、勤勉、高效地履行其董事职责。

3.2.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为确保本行董事会工作和职责有效履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董事会下设以下

专门委员会：

•  战略委员会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1

•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经董事会授权作为战略管理的专门工作机构，主

要负责制定本行经营管理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监督、检查年度经营计划、投资方案的执

行情况。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协助董事会履行与关联交易有关的职

责，负责关联方的确认、关联交易的管理、审查和批准，控制关联交易风险。

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检查本行风险及合规状况、会计政策、财

务报告程序和财务状况；负责监督及指导内部审计工作，审查批准年度内部审计计划；负

责监督本行年度审计工作，提出外部审计机构的聘请与更换建议，并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

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作出判断性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

1 经本行董事会批准，董事会下设原风险管理委员会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起更名为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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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关

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等风险的控制情况

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对本行风险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管理状况、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定期评估，提出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见。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拟定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

和标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负责审议批准

本行各分支机构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目标和绩效考核结果；负责审议全行薪酬管理

制度和政策，拟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建议，并监督方案实施。

上述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并依照本行公司章程以及各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召开会

议，讨论和决策相关事宜。董事会定期听取专门委员会的汇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2021年，

上述专门委员会均按相关要求召开会议，并定期向董事会进行了汇报。各专门委员会有效

地履行了其职责，保障了本行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

3.2.3 独立董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董事会设两名独立董事，即肖耿先生和于华先生。本行独

立董事肖耿先生和于华先生在本行任职时间累计均不超过六年，且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有效履行职责。

2021 年，肖耿先生出席了董事会年内召开的各次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未对董事会议案

及其他事项提出异议。肖耿先生主持了审计委员会及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2021 年内召开的

各次会议，出席了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1 年内召开的

各次会议。

2021 年，于华先生出席了董事会年内召开的各次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未对董事会议案

及其他事项提出异议。于华先生主持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1 年内

召开的各次会议，出席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2021 年内召

开的各次会议。

本行两名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讨论和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客观公正的意见；对各专门委员会议

题提出了建设性、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对重大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并重点关注本

行的战略制定和执行情况、监管整改进展情况、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和离任、重大关联交

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内部审计的风险评估和审计报告等事项。独立董事还在董事会会议

上就各专门委员会审议和决策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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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事

本行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监事由股东委派，向股东负责，对本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监督。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监事为谭俊辉（THAM, Chun Fai）先生。谭俊辉先生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担任本行监事。现任瑞银集团财富管理部亚太区财务总监。2007 年加

入瑞银集团，历任瑞士集团财富管理部大中华区财务总监。加盟瑞银集团前，曾任职于新

加坡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和 VISA 有限公司。获会计学士学位。

2021年度，谭俊辉先生列席了董事会及其下设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年内召开的各次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列

席了管理委员会年内召开的部分会议。本行监事通过参加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

管理委员会会议，与本行董事长、行长以及董事会其他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沟通，了解本

行财务状况、风险状况、业务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

本行监事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对本行董事会成员设置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对本行董事

会及其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对本行业务发展规划、财务

状况、内部控制、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决策执行等情况进行了监督，并对本行董事会及

其专门委员会讨论和决议的相关事项提出了质询或建议。

3.4 高级管理层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高级管理层包括以下人员：

姓名 职位 岗位职责

张琼 行长 主持银行经营管理工作

Swee Min CHUA
（蔡瑞敏）

首席运营官 主管银行整体运营

陈思 董事会秘书 协助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有效履行职责

陈杰 首席技术官 全面协调银行信息科技工作

陈晨 内审负责人 全面负责银行内部审计工作

杨德行
（YEUNG, Tak Hang）

上海分行行长 全面负责上海分行经营管理工作

张琼女士 执行董事、行长

请参见前述董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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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 Min CHUA 先生   首席运营官

自 2020 年 3 月 4 日起任本行首席运营官。曾任职于新加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花旗集团

新加坡分行、瑞华资本私人有限公司和瑞银集团新加坡分行。获资金管理商业硕士学位。

陈思女士 董事会秘书

自2018年7月24日起任本行董事会秘书。曾任职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意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和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公司。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和会议

口译硕士学位。

陈杰先生 首席技术官

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起任本行首席技术官。曾任职于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独立蓝十字、

法国巴黎银行、先锋领航集团和瑞士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和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陈晨女士 内审负责人

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任本行内审负责人。曾任职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野村国际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陈晨女士拥有会计学硕士学位。

杨德行先生 上海分行行长

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起任本行上海分行行长，兼本行财富管理产品部主管。曾任职于三井

信托银行、法国农业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恒生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获商业管理科

学硕士学位。

2021 年，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如下变动：

•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Swee Min CHUA先生经本行董事会批准兼任上海分行代理行长，

直至继任上海分行行长到任。

• 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起，杨德行先生经相关监管机构核准担任本行上海分行行长。Swee 

Min CHUA 先生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起不再兼任上海分行代理行长职务。

• 自 2021 年 6 月 5 日起，夏琼女士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兼合规负责人职务。

本行董事会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审议批准任命张琳先生为本行合规负责人，该任命以

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为前提并自核准之日起生效。

• 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戴杨先生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本行上海分行合规负责人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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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薪酬制度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一）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本行根据瑞银集团的薪酬理念、政策和制度制定了薪酬管理框架和政策及其执行方案。本

行薪酬管理政策的执行应满足中国公司法、银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行公司治

理和风险管控的要求。本行薪酬管理政策适应本行战略实施、业务发展和人才管理的需要，

适用于全体正式员工。

本行董事会设立了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由独

立董事肖耿先生担任主席，由本行董事长吕子杰（LUI, Tze Kit）女士、非执行董事 Laurent 

Eugene ROSFELDER 先生、非执行董事 Thomas Roland GREUTER 先生和独立董事于华先生

担任委员。经本行董事会授权，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全行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以及

薪酬方案，审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并监督实施。2021 年，本行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共

召开三次会议。

（二）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薪酬结构分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有 120 名职工。2021 年度，本行支付职工工资为人民币

80,073,198 元，奖金为人民币 18,118,250 元，社会保险费及其他为人民币 14,450,295 元。

（三）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的标准 

本行的薪酬政策采用员工整体薪酬概念设计，并遵循两大原则：绩效和市场数据。薪酬水

平和具体操作以在中国经营的内外资企业为参考，以确保本行在人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本行薪酬方案旨在创造和维护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环境，从而保护本行声誉，为客户带来

适当的回报，增强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为此，本行实施了多项举措，其中一项是通

过实施可变薪酬计划对员工的部分可变薪酬进行递延支付。如果员工实施了“危害性严重

的不当行为”，如造成本行重大经济损失、对本行造成名誉损害、违反监管法规或法律等，

本行可以全部或部分没收其未支付的递延薪酬。

为了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行在制定年度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及

绩效奖金）方案时对员工完成风险管理相关绩效指标的情况进行评估，同时考虑本行实现

业务目标，各类风险因素和财务目标的整体表现。

（四）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为确保薪酬激励与本行的长期盈利能力相匹配，本行对以下两类员工的薪酬执行递延支付：

(1) 总体薪酬达到并超过递延起点金额的员工；

(2) 经本行董事会按照相关监管要求批准任命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

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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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计划包含递延起点金额、递延比例、递延支付工具，并经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批准。

递延薪酬将在授予日之后的第三年至第五年发放。在员工辞职或因违纪违规被解雇等情况

下，递延薪酬将不予发放。

绩效激励包含现金、股权及 / 或递延支付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股、附条件远期付款或

债务工具），并按相关的绩效激励计划的规定实行。本行可不时修改绩效激励计划。

（五）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的具体薪酬信息以及绩

效薪酬追索信息

2021 年度，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人员实际发放固定

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12,164,521 元；浮动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4,775,000 元，其中现金部分

为人民币 2,681,000 元，递延薪酬方式授予金额为人民币 2,094,000 元。2021 年度浮动

薪酬的授予遵循上述递延支付机制循序发放。

2021 年度，本行未发生因故调整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可变绩效薪酬（除因离职而取消的

情况）或扣回已归属或已经支付的可变绩效薪酬情形。对高级管理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

岗位的员工无递延薪酬、留存薪酬的显性调整和隐性调整。

2021 年度，本行未发生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员工（即本行关键岗位）

的绩效薪酬追索情形。

（六）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备案及经济、风险和社会责任指标完成考核情况

本行综合考虑当年员工人数和结构、本行经营策略、运营状况、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并

参考上一年度薪酬总额占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本年度的薪酬总量。绩效奖金池将主要按照个

人绩效、本行经营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因素确定。

（七）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包括影响因素，以及薪酬变动的结构、形式、数量

和受益对象等

根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目前本行的薪酬体系健全，制定薪酬方

案时全面考虑了各项相关因素，薪酬水平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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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组织架构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如下：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 - 股东

董 事 会

行  长

合规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内审部

同业部
财富
管理部

人力
资源部

信息
科技部 财务部

风险
控制部

合规及操作
风险控制部营运部法律部

管理层层面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首席技术官

上海分行

北京朝阳区支行

总务部

监事

备注：

1. 财务部包括财务会计和税务部。

2. 同业部包括全球市场部交易员和销售、集团司库以及金融机构联络人员。

3. 首席运营官将监管信息科技部的日常工作。

本行自成立伊始即建立了以股东、董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架构，并

在董事会和管理层设立了各级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

和执行机构之间的互相协调、互相制衡机制。本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并结合本

行实际情况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及时评估和调整，确保本行公司治理结构持续合法、合规

并有效运行。本行已形成比较健全完备的公司治理框架和制度体系，公司治理水平稳步提

升。

2021 年，本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切实提升治理质效。积极落实股东承诺、股权管理等

监管要求，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并结合本行实际修订公司章程，进一步明确各治理主体责任

义务；定期评估董事会规模和成员构成并根据需要进行合理调整；调整专门委员会设置，

增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强化战略执行监督；及时修订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确保专门委

员会合规、高效运转；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开展董监事履职评价工作，全面梳理并修订

董监事履职评价政策，完善董监事履职档案；及时选聘高级管理人员，强化管理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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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薪酬考核制度体系，确保持续符合相关法规和监管要求及瑞银集团内部考核体系；持

续优化关联交易和关联方管理机制，严格审查重大关联交易；制定负债质量管理制度，定

期重检全面风险策略、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分行管理等相关制度流程，夯

实制度基础；继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到实处。本

行公司治理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公司治理架构愈加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持续有效，

公司治理整体情况良好，为本行长期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机制保障。

3.7 股权管理信息

本行唯一股东为瑞士银行有限公司 (UBS AG)，本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股权变化。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由瑞士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UBS Group AG) 全资持有，瑞士银行集团有

限公司为本行实际控制人。本行无一致行动人。

瑞士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根据瑞士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报披露的信息，瑞士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3% 及以上的股东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Chase Nominees Ltd., London 8.89%

DTC (Cede & Co,), New York 5.78%

Nortrust Nominees Ltd., London 4.80%

BlackRock Inc., New York 4.70%

Artisan Partners Limited Partnership, Milwaukee 3.15%

Dodge & Cox International Stock Fund, San Francisco 3.02%

Massachusetts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Boston 3.01%

Norges Bank, Oslo 3.01%

3.8 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3.8.1 关联方

(1)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瑞士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的最终控股公司。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为本行的注册全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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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受本行股东或其最终控股公司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瑞银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瑞银环球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瑞银前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

瑞银睿华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瑞银慈善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3.8.2 关联交易

2021 年，本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认定和管理。

2021 年度，本行按照内部相关制度批准了如下重大关联交易：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董事会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及 2021 年 12 月 7 日审议通

过本行 2021 年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即本行与瑞士银行有限公司（UBS AG）及其关联

实体之间的授信议案。本行对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含其下属子分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授信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1.3 亿元和人民币 0.65 亿元，额度期限 1 年。对上

述关联方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1.95 亿元，将于每个会计年度重审并报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和董事会审批。

依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界定的关联交易情况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七、关联方

关系及交易”。

3.9 股权质押情况

2021 年度本行不存在股东出质本行股权的情况。

2 经相关监管机构核准，瑞银前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22日更名为瑞银财富管理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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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经营成果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5,907 6,487

营业支出 21,366 19,091

利润总额 (15,605) (12,605)

净利润 (15,605) (13,498)

资产负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17,080 214,527

发放贷款及垫款 - -

总负债 70,059 52,559

客户存款 53,594 46,606

主要监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 458% 728%

一级资本充足率 458% 728%

资本充足率 458% 728%

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

一级资本 143,152 158,475

调整后的一级资本 143,152 158,475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 213,211 211,034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 -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13,211 211,034

杠杆率 67% 75%

不良贷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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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本充足率披露

5.1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行依据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规定进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计算范围为法人口径，包括总行和各分支行。

5.1.1 风险加权资产构成状况

本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及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5.2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5.2.1 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各级资本数量、构成、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后）

项  目 余  额

核心一级资本 147,02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200,000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0

  盈余公积 658

  一般风险准备 1,352

  未分配利润 -55,079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

  其他 90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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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9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43,152

  其他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净额 143,152

二级资本 -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

其他二级资本 - 

总资本净额 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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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余  额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9,636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52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1,131

风险加权资产 31,29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 *100%) 458%

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 *100%) 458%

资本充足率 %（总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 *100%) 458%

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 万元，报告期内无分立合并事

项发生。

5.2.2 风险暴露

1)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8.00%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不适用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未缓释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信用风险 213,211 213,211 19,636

表外信用风险 -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 -

合计 213,211 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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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暴露。截至2021年12月31日，各类表内风险暴露余额如下：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余额为人民币 213,211 万元。信用风险暴露的地域分布，其中中国境内

占比 95%；信用风险暴露的行业或交易对手分布，其中金融业占比 79%，中央政府和中

央银行占比 14%；信用风险暴露的剩余期限分布，其中 1 年以内占比 25%，1-5 年占比

75%。

2)  逾期及不良贷款总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逾期贷款。

3)  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贷款损失准备，较去年同期无变化。

4)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5)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期末风险价值和平均风险价值

本行采用标准法进行市场风险的计量。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所覆盖的本行风险暴

露主要为外汇风险。

在市场风险标准法计量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人民币

4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市场风险 VaR 值为人民币 3 万元，2021 年平均市场风险

VaR 值为人民币 5 万元。

6)  操作风险情况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即最近三年总收入平均数的 15%。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为人民币 890 万元。

7)  股权投资及其损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股权投资。

8)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情况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

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重定价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币种依据标准化计量框架中公布的 6 种利率冲击情景计算，

对于本行最大经济价值的影响为人民币 4,0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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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管理

本行的经营活动面临多种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

声誉风险和国别风险等。本行的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均由董事会或其授权的专门委员会批

准并受到高度的监督和指导，确保以系统化的方式识别、分析、计量和积极管理各类风险。

本行的风险管理政策框架与瑞银集团的整体风险管理框架保持一致。

本行董事会对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董事会负责审议、批准并监督实施本行风险控制政

策；审议和批准本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审议和批准下设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

层的风险管理职责及其提交的风险管理报告并做出评价；授权专门委员会以及高级管理层

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日常监督。

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董事会授权负责管理本行各项与风险管理有关的事项

并向董事会定期汇报。授信审查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负责独立执行贷款审批职权。风险

控制部主管和其他管理层成员负责持续监督本行各职能部门风险管理的实施情况，同时定

期向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汇报。

在适当的职责分离和董事会授权下，由本行的风险控制部独立于操作和业务经营部门负责

各项风险管理，包括风险限额审批，风险控制、监控和汇报等。

2021 年度，本行风险计量体系无重大变化，因此相应的资本要求无变化。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内详细讨论。

信用风险

产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

信用风险主要指银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对手不能按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其义务而对本行造成

损失的风险。本行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贷款，表外项目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开出的备

用信用证。本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严格遵守中国市场的法律法规以及内部的信用管理框

架和政策，通过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监督和控制来实现风险与回报的平衡。

信用风险管理框架和流程

本行在处理业务过程中均采用严格的信用风险审核程序和控制流程，包括：对已有和新的

信用客户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信贷审阅，为已有的信用客户进行独立的内部信用评级；

审批信用额度和交易，对客户信贷资产质量及额度适用情况等进行持续的监控；处理业务

部门及其他支持性部门关于信贷问题的疑问；持续监控监管指标的合规并按监管要求进行

报告；定期对客户的经营状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贷款质量进行分析并提取充足的贷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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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目前涉及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政策制度包括《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风

险管理手册》和《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贷业务操作规程》。

根据《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管理手册》的规定，对于贷款和备用信用证的

客户实行全额抵质押的担保形式，有效保证了本行信贷资产的安全性。根据《瑞士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管理手册》的规定，本行现阶段对于贷款客户可以接受的担保品为

定期存款和备用信用证。风险控制部和营运部会监控担保物的市场价值，根据相关协议要

求追加抵押物，并在进行损失的充足性审查时监控担保物的市价变化。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逾期贷款、不良贷款、贷款重组的情况。信贷资产风险

评级遵循真实性、及时性、重要性和审慎性的原则，同时考虑借款人还款能力、还款记录、

还款意愿、盈利能力、担保等因素。

风险控制部的主要职责

• 对业务部门上报的授信客户的授信申请进行审查，包括合规性审查、完整性审查等；

• 审批授信客户的信用评级；

• 审批信贷业务调查报告；

• 负责授信审批工作，组织在授权权限内的授信审批业务； 

• 负责审核授信申请人的授信额度； 

• 向相关人员通报授信业务审批结果；

• 审批业务部门提交的授信客户的定期监控报告；

• 负责贷后监控和预警；

• 对违约贷款发出处置指令；

• 负责认定贷款风险分类及贷款损失准备；

• 若有业务需要时，向瑞银集团海外其他分支机构或法律及合规部门咨询。

资产风险分类

风险控制部通过对借款人财务状况、还款能力、业务模式、市场地位、股权结构、管理质量、

交易结构、母公司或第三方支持、抵质押担保物的分析等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并做出风险

评级。本行的评级体系与中国相关监管法规规定的贷款评级体系相对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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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评级
对应监管机构的

贷款分类
分类名称的补充说明

C00-C11 正常 债务人能够履行还款义务，可以按时足额偿还本息。

C12-C13 关注
尽管债务人目前仍有能力偿还本息，但相关影响因

素可能导致偿还困难。

CDF– level 1 次级
债务人的还款能力明显有问题，即使执行担保，业

务收入仍不能保证本息的足额偿还。

CDF – level 2 可疑
债务人不能足额偿还本金和利息。执行担保也无法

足额偿还，大幅亏损可能发生。

CDF– level 3 损失
在采取一切可能的还款措施后（包括法律程序）仍

不能偿还本金和利息（或者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行运用由瑞银集团开发的信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来统一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信息，包

括信用评级、额度设置、额度使用情况、超额情况及其他与信用风险相关的交易细节和其

它基本信息。

大额风险暴露管理

本行根据相关监管要求积极建立健全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制定大额风

险暴露管理制度，明确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架构、关联客户管理、内部限额管理、大额风险

暴露计算方法、统计报告等相关要求。本行将积极推进信息系统建设，有效管理全行大额

风险暴露。

国别风险

国别风险是指由于主权国家发生的特定事件而导致本行风险敞口损失的风险。国别风险包

括汇划风险，例如国家的主管机关不能或将不允许交易对手偿付其债务，以及系统性风险，

即由于主权国家的特定政治或宏观经济发展造成的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目前本行的国别

风险主要来自存放海外账户的外币存款。

本行基于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制定

了《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其内容包括了国别风险管理的如下

方面：定义、集团政策、管理组织架构、国别风险分类、测量和监控程序、报告和管理信

息体系、压力测试、内部控制和审计、准备金政策和计提方法、应急预案以及退出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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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的管理和框架

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变量向不利方向波动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

避免收入和权益由于市场风险产生过度损失，同时降低本行受金融工具内在波动性风险的

影响；通过每日对设置的利率风险敞口头寸进行敏感性分析和报告来进行管理和控制。为

了有效监控市场风险，本行依据监管要求和内部风险管理框架，制定了相关的市场风险限

额和度量政策，对主要的市场风险敞口设定了相关限额。市场风险限额主要包括组合风险

价值限额、头寸限额和损益限额。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

对市场风险限额的审批职能。

本行治理市场风险的主要制度有《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制度》、《瑞

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风险限额控制流程》和《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银行账

簿利率风险管理框架》。

所承担市场风险的类别

本行的交易性业务和非交易性业务均可产生市场风险，目前本行的市场风险主要是由非交

易性业务产生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

导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

性风险。本行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主要由存贷款和自有资本金的债券投资业务产生。为了

有效控制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本行依据监管要求和内部风险管理框架，制定了相关的银行

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政策，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对银行账

簿利率风险的管理。

2021 年，本行整体市场风险控制良好，全年未发生超限额情况。

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及不同类别市场风险的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

本行使用统计性和非统计性指标衡量风险，设立市场风险限额是风险控制的主要方法。本

行的市场风险限额包括银行层面的风险限额及非统计性限额。

在险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是本行用于监控市场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VaR 是一种统计

性指标，用以衡量在指定期间和既定置信区间（就本行而言为 95%）下，市场利率、汇

率以及其他价格变动，可能引起的风险持仓产生的潜在亏损。VaR 须每日计算。依据业务

特点和规模，本行主要运用组合层面 VaR 来监控市场风险，并定期进行后验和压力测试。

非统计性计量是指市场风险敞口对于市场变量的敏感性指标，包括净敞口和基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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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市场风险的市场参数主要类别为：

• 利率风险是指由利率变动而产生的、对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

• 信用息差风险是指由于信用息差的变化导致金融工具价值的改变。信用息差是指有信用

风险的债券收益率和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利差。

本行主要通过设置利率敏感性指标限额和信用敏感性指标限额来管理市场风险的主要参

数。

流动性风险

本行定义流动性风险为银行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及时筹措资金以满足其各项偿付义务。根据

瑞银集团全球指导方针和本地监管要求，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负责全面管理本行流动性风

险，包括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完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报告流程；对

本行流动性水平进行定期评估；制定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机制，从而确保本行在有压力的市

场状况下，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务灵活度以应对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本行的流动性管理涵

盖资产负债表内表外涉及的所有境内外业务。

年度流动性风险管理状况

2021 年度，本行流动性风险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内。2021 年内，本行资产主要集中于高信

用等级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资金主要来源于瑞银集团投入的资本金和客户存款。由于

业务调整，客户存贷款业务所占资产负债表比例有所降低，同时本行对同业负债的依存度

非常低。2021 年度，本行对流动性风险的管控措施实施到位，人员配置、相关人员专业

程度以及制度和流程均有所加强和改善，流动性风险较低。

流动性风险偏好

流动性风险偏好是指承受不利的流动性波动的风险，并确保本行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保障在

业务活动未受到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度过三个月严重的自身和全市场性的流动性压力事件。

本行将流动性压力测试缺口限额设定为：在三个月内大于零。

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

• 本行董事会对本行流动性管理负最终责任；

• 本行行长及管理委员会根据董事会授权负责流动性风险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 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是本行管理委员会下设委员会，由司库负责人担任主席。资产负债

委员会主要审核本行资产负债结构，对不匹配情况进行管理，同时审核融资额度的安全

性、流动性压力测试情景假设、参数设定、压力测试结果以及流动性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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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司库部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确保各项流动性指标符合内部及本地监管要求；同时，

负责管理银行账簿的结构性风险及优质流动性资产投资组合，并由司库交易员负责执行

交易。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及流程

本行设立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流程，并根据监管要求以及本行业务发展每年对

司库风险限额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以确保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全面监控，职责职权分明，明

确具体操作流程，风险管控落实到位，并满足各项监管要求。

目前，本行的流动性管理政策和流程主要包括：

• 流动性管理规程——流动性管理的主要规范性文件；

• 司库风险限额管理制度——风险限额的设立、审批、监控和超限额报告制度；

• 流动性应急计划——流动性危机应对策略及处理程序；

• 流动性压力测试——根据确定的压力情景及假设，按季进行压力测试；

• 分行流动性管理操作指引——分行在流动性管理中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流程。

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

司库部运用一系列模型和工具识别、计量及监测流动性和资金风险，包括：

• 流动性压力测试——用于评估本行是否达到流动性风险控制目标：即在预设的时间段

里，在业务活动未受到重大影响且无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度过严重的自身和全市场性压力

事件。

• 现金流量预测报告——本行司库通过现金流量预测报告（涵盖主要币种）管理本行在保

守业务环境下五个工作日的资金和现金需求。

主要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的管理

本行监测并管理监管机构规定的各项流动性和资金风险指标，确保持续符合监管限额。本

行设定的内部限额 / 触发点 / 指标比监管限额更为保守，以确保相关指标在触及内部限额 /

触发点时有充足的时间作出应对。此外，司库部通过监测流动性指标和现金流量的方式及

时提供流动性风险预警和应对建议。

流动性压力测试

本行在执行流动性压力测试时将某项银行特定事件与 30 天内的一般市场压力相结合作为

压力情景进行建模。该模型考虑了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之间的联动。本行流

动性压力测试的压力情景和参数设置与瑞银集团的流动性和资金模型一致，且符合本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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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要求。任何重大偏离情况须在实施前提交至瑞银集团模型审核委员会讨论，并需要获得

本行司库和资产负债委员会的批准。

本行财务部每季度根据资产、负债和资金运营情况分别对人民币和外币业务进行流动性压

力测试，并将测试结果报告至本行司库、资产负债委员会及董事会。

2021 年度的所有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本行有充足的流动性和资金支持一个月压力环境下

的流动性需求。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本行对资本充足及影响因素的正式评估流程。该评估程序基于本

行未来三年战略发展计划对本行的资本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测及评估。若原有的业务计划和

业务发展假设发生重大改变，或者发生对既定业务计划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本行会及时对

资本充足情况进行再预测和评估，以确保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满足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行每年进行一次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由司库部牵头完成。评估结果报本行资产负债

委员会初审，初审通过后报董事会终审，并报相关监管机构。

对 2021 年度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结果显示，在正常及压力情景下，本行目前的资本足以

支持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本行未来三年无需额外资本投入。本行无资本结构变更计划。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架构

操作风险是银行业务经营的固有风险。损失可能由内部流程、人员、系统的缺陷或失灵或

外部原因导致。操作风险的定义包括行为和合规风险。本行采用瑞银集团操作风险框架来

识别、管理、评价和降低重大操作风险，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恰当平衡。

操作风险框架明确了操作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基本要求，其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 通过定义操作风险类别，划分不同类型的内在风险；

- 通过控制评价流程，评估各控制点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 积极地对发现的控制缺陷进行持续改进；

- 通过定量指标、阀值和定性指标确定操作风险偏好，并依据风险偏好来评估风险暴露水

平；

- 通过风险评价流程，评估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并评估是否需要针对发现的缺陷制定额

外的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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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董事会对操作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及操作风险架构的实施负最终责任。本行高级管理层

负责实施有效的前中后台内控环境和风险管理。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协助董事会及高级管理

层确保部门内控制环境及操作风险管理整体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本行高级管理层以及部门

负责人一起实施操作风险框架。

本行合规及操作风险控制部负责对本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充分性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观点，以

保证对操作风险的理解、责任分配和管理符合本行的风险偏好。本行合规及操作风险控制

部是一个综合性部门，职责除操作风险以外还包括合规和员工行为。本行操作风险框架构

成了对操作风险进行管理和评估的基础。本行合规及操作风险控制部的其他工作则旨在确

保本行能够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

操作风险事件录入母行统一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中，该类事件在本地风险委员会定期会议

上予以汇报和讨论。

2021 年度，本行进一步完善操作风险框架，强化董事会对操作风险管理的监督，持续梳

理并更新业务流程，完善系统控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操作，并不断提高操作人员的

风险意识，从而降低操作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

各部门必须通过评估并证明其关键控制点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来定期评价内部控制状

态。评估结果构成了对财务报表相关内部控制进行评估和测试的基础。

在内控及风险评价流程中发现的关键控制缺陷必须在操作风险清单记录，且需要确定并实

施相匹配的可持续性整改措施。此类控制缺陷应指定管理层为整改责任人，并在相关人员

年度绩效目标及考评中体现。为便于对已知的操作风险事项进行优先排序并评估累计风险

暴露，不论来源，各内控部门、内部及外部审计均采用统一的评级标准。

2021 年度操作风险内部控制情况

2021 年，本行进一步提升操作风险管理水平。本行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针对操作风险管

理的三道防线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各个部门通过内部控制自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监控、内控缺陷及操作风险事件整改等持续

加强操作风险控制力度。此外，本行继续搭建并完善业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应急方案和业

务连续性计划，加强风险排查及员工合规和风险培训，从而提升操作风险控制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本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行平稳，操作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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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风险

本行声誉风险主要由声誉风险工作小组进行初步审议并在本地风险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决

议，重大声誉风险事件将上报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董事会。

2021 年，本行未发生重大声誉风险事件，也未发现负面媒体报道。

内部审计

本行设有独立的内部审计部，为本行实现既定的战略、营运、财务及合规目标，以及本行

董事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提供独立客观的支持。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三

道防线，内部审计部独立于管理层以及其他业务及中后台职能部门，直接向本行董事会下

设审计委员会汇报。内部审计部负责对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督流程的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

进行独立评判，并对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进行评估。

内部审计部以本行实际业务风险为导向，同时基于相关监管要求制定年度审计计划，并经

本行审计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2021 年，内部审计部开展并完成了全部计划的审计项目，其中，针对本行面临的主要风

险领域及风险管理情况，审计范围涵盖全面风险管理、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

国别风险、资本充足率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压力测试、业务连续性管理、信息科技风

险管理、反洗钱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方面。内部审计部在审计结束后出具审计报告，并

报管理层、董事会以及相关监管机构。同时，内部审计部对管理层针对风险控制缺失的整

改措施进行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审查，从而推动本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

险管理，促进本行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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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事项

7.1 报告期内股权变动情况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是本行的唯一股东，本年度无变动。

7.2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本行本年度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或分立合并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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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行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将其纳入经营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本

行董事会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最终责任，并授权其下设风险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指导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工作。本行首席运营官作为负责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的高管人员，业务风险管理部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统筹牵头部门，负责领导、

规划和协调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框架和日常工作。本行设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小

组，由首席运营官和业务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确保涉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各部门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以及工作协调配合机制有效运行。

本行把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到新产品和服务审批环节。本行财富管理产品部在推出新类别

的产品和服务时，提交本行财富管理产品审批委员会审批。财富管理产品审批委员会委员

在审批时充分考虑公平对待消费者等相关要求。另外，财富管理产品部在新产品和服务发

行面市前将先征询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小组成员的意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充分评

估产品和服务的适当性，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本行设有客户投

诉处理小组，统一负责全行财富管理客户投诉的受理、处理以及监督与管理。为了确保在

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有效、有序地处理客户投诉，本行制定并实施客户投诉处理程序，

对投诉的受理、处理流程、责任追究、溯源整改、信息披露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投诉调

查由财富管理业务风险管理部、合规及操作风险控制部和法律部等非业务部独立开展。

本行在营业网点、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均公示了投诉渠道与处理流程，确保投诉渠道畅

通。本行客户投诉处理小组在收到客户投诉后，将积极妥善地解决客户问题或诉求，并及

时联络客户进行沟通与反馈。

2021 年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本行积极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和各项监管要求，2021 年内进一步更新完善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制度及相关配套工作规程。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本行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客户投诉受理与处理、纠纷化解以及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等

方面进行了重点建设，旨在通过适当的程序和措施，确保消费者在与本行发生业务往来的

各个阶段始终得到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对待，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例如，为了推

进多元化解金融纠纷，本行 2021 年制定了纠纷化解管理制度，对纠纷化解的原则、步骤、

授权与审批流程等方面作出明确的指导和规定。

在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本行在各营业网点设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专区，摆放针对不同

年龄段、不同国别的各类宣教资料，并根据宣教主题适时播放视频宣传短片；积极开展“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金融知识普及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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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宣教活动。本行还自发地针对社区内流动儿童开展有关金融基础知识普及的宣教活动，

并录制“金融防诈骗小课堂”等金融短视频课程，帮助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拓宽视野，理解

基本的财商知识。

2021 年，本行共收到 3 起来自于北京的客户投诉，主要涉及银行服务和理财产品等方面。

本行高度重视客户的意见反馈，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及时开展调查和投诉处理，

总结问题根源，力争从源头上减少客户投诉的发生，提升服务品质和客户服务体验。



33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

9. 企业社会责任

本行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广泛开展各类员工志愿者活动，将履行社会

责任落到实处，深入人心。本行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倡导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在社区公益方面，瑞银集团筛选在教育及技能领域对当地社区有持久影响力的公益项目进

行资助与支持。2021 年，瑞银集团包括本行在内的在华各实体有近 370 位员工参与志愿

服务，在中国区总人数的占比接近 30%；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2,225 小时，其中技能

型志愿服务超过 75%；累计受益人数超 90,000 人次。目前，瑞银集团所资助的社区公益

项目主要侧重三个方面：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

的教育资源，推动欠发达地区初高中生的素养教育及生涯教育。

在灾害救援方面，2021 年，瑞银集团在中国各实体通过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捐款人民币

103 万元以支持河南水灾的救援工作。该款项用于为救援人员提供救灾前线最紧缺的防护

物资，以及在当地开展长期减轻灾害风险的教育项目，该教育项目将推广至国内其他地区。

此外，瑞银员工积极参与公司举办的救援募捐活动，瑞银集团也对捐款进行 100％配捐，

以支持员工的善举。

在环境管理方面，瑞银集团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21 年 4 月，瑞银发布

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承诺 2050 年实现全面净零排放，并制定长中短期科学目标来确保

向净零运营的有序过渡。能源方面，瑞银集团坚持购买 I-REC 清洁能源凭证，履行 RE100

的承诺，并支持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及投资可信的碳减排项目。瑞银集团中国区各办公室均

使用 100% 源自 FSC 认证的纸张，计划在 2025 年前达到纸张用量减少 50%；同时随着

各地垃圾分类的积极推行，瑞银办公室的废弃物回收率达到了 55%；对于所有新迁或新

建办公室项目，瑞银集团要求达成 LEED 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金级及以上评级，确保

办公室内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设计符合健康可持续且绿色环保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