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觀點:

• 2021年全年業績顯著提升。公司各項經營指標持續向好，
截至2021年末，總資產達人民幣3418.4億元；營業收入
達人民幣233.2億元；淨利潤達到人民幣39.2億元；平
均權益回報率為13.83%；平均資產總額回報率為1.22%，
盈利能力進一步增強；不良資產率為 0.67%，為歷史最
低，資產質量持續穩定。

• 船舶業務利潤創歷史新高。公司基於對船舶細分市場發
展趨勢專業研判，2021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加大散貨船經
營租賃業務的開發力度，成功把握上半年船價全面上漲
起步階段的窗口期，迅速擴充運力，在營船舶由114艘
增加至224艘，為公司船舶租賃業務的發展進一步夯實
了基礎。船舶業務板塊資產規模增長39.2%，税前利潤
增長336.3%，淨利潤和收益率超去年同期水平，對公司
的財務貢獻和戰略貢獻大幅提升。

• 風險管控持續完善，支撐業務穩健發展。公司持續推進
完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加強資產、負債兩端統籌管理，
多措並舉降低融資成本，持續完善資產交易模式；持續
完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不斷優化風險偏好和風險策略
管理，紮實推進風險化解處置工作，資產質量保持穩定。
同時，公司深入梳理監管要求，落實從嚴治司的管理要
求，發揮內部審計監督作用，不斷完善內部管理體系，
保障公司穩健運行。

• 疫情下仍能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公司在戰略佈局
中持續做好與控股股東國家開發銀行的業務協同，圍繞
「十四五」規劃，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發展區域，發揮金
融租賃特色與優勢，服務基礎設施補短板，有序開展交
通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業務，把握政策導
向與市場變化。

• 投資建議：基於公司行業龍頭優勢及地位，公司自身資
產質量較優，加上得益於公司的經營策略，帶動產業運
營增長有力,以及考慮到公司目前股息率高,估值相對吸
引,股價具備相對安全性,首次覆盖，给予「買入」評級。

• 風險提示：全球經濟恢復較預期慢；疫情及防疫管控持
續時間超預期；國際政治不穩因素；產業運營板塊不及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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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報告

2021年全年業績亮眼

核心業務板塊持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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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本信息

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銀保監會監管的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是國家開發銀
行旗下的金融租賃子公司。國銀租賃秉承「引領中國租賃、服務實體經濟」的使命，致力
於為航空、基礎設施、船舶、普惠金融、新能源和高端裝備製造等領域的優質客戶提供綜
合性的租賃服務，目前的租賃資產及業務合作夥伴已遍及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公司亦
享有較高國際信用評級，穆迪A1、標普A及惠譽A+。

作為中國首批成立的租賃公司之一，國銀租賃見證並參與了中國租賃行業的發展，經歷了
數次行業經濟周期及監管變革，在業務領域探索、產品創新、風險管控、經營管理等方面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國銀租賃始終堅持規模、質量、效益均衡發展，通過有規劃地
探索各類業務領域、持續推進產品創新和業務改進、完善公司治理，在資產規模、盈利能
力和風險控制方面領先同業，並形成了核心競爭優勢明顯、持續發展能力突出的業務發展
模式。

截至2021年12月末，公司註冊資本金達人民幣126.4億元，總資產人民幣3,418.4億元。國
銀租賃始終堅持規模、品質、效益均衡發展，通過有規劃地探索各類業務領域、持續推進
產品創新和業務改進、升級業務模式、完善公司治理遇，繼續保持穩健發展及行業領先優
勢。

1.2 股東架構

公司控股股東是國家開發銀行，持股比例為64.4%。由於背靠政策性銀行，公司享有較高
的國際評級和良好的市場聲譽，幫助其能維持較低的融資水平，同時享有豐富的融資渠道，
保持充足流動性。另一方面，在國家政策支持的區域發展及重大投資中，國銀租賃在拓展
業務亦有很明顯的優勢，而公司過去圍繞服務國家戰略，通過投放重大基礎設施類項目、
服務脫貧攻堅等國家戰略，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公司整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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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圖1:國銀租賃股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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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租賃過去數年規模穩定增長。2020年，公司總資產突破人民幣3,000億元達到人民
幣3,033.3億元，直至2021年總資產達到人民幣3,418.4億元，同比增长12.7%。自2019
年新冠疫情影響下，國銀租賃仍能實現營業收入上升，2021年達到人民幣233.2億元，
同比增長20.6%。2021年，國銀租賃實現稅前利潤人民幣55.4億元，同比增長20.8%；
歸母淨利潤人民幣39.2億元，同比增長20.0%。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圖4:營業收入情況（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圖6:歸母淨利潤（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圖5:税前利潤（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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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國銀租賃營業收入中融資租賃收入佔比42.1%；經營租賃收入佔比49.5%；其
他收入、收益或損失佔比8.0%；投資收益淨額佔比0.4%。

財務分析——穩健增長的資產規模及營業收入

圖2:2021年度各板塊收入貢獻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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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資產規模情況（億元人民幣）



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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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租賃資產質量持續優化，抗風險能力進一步加強，不良資產率過去五年均維持在1%内
並持續下降，2021年下降至0.67%，融資租賃相關不良資產率下降至0.45%。此外，國銀租
賃嚴格劃分風險等級，不存在已逾期未減值的應收融資租賃款。

圖7:平均資產回報率(ROA)

資料來源：集團年報，Bloomberg

圖8:平均權益回報率(ROE)

資料來源：集團年報，Bloomberg

資產收益率方面，平均資產總額回報率(ROA)及平均權益回報率(ROE)分別達到1.22%及
13.83%，同比分別增長5.2%及10.6%，兩者均創歷史新高；受惠公司淨利潤增長較快，ROA
和ROE均穩步增長，並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和增速。

圖9:不良資產率（%）

資料來源：集團年報，Bloomberg

圖10:融資租賃業務不良資產率（%）

資料來源：集團年報，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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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營策略

新冠疫情反覆，各國經濟舒緩措施引發之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加劇，疊加國際政治緊張導致
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揚，為全球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縱然如此，國銀租賃在做好疫情防控
同時持續提升經營質效，實現了經營業績穩中有進、穩中提質、穩中向好。2021年，集團
總資產達到人民幣3,418.38億元，同比增長12.7%；實現淨利潤人民幣39.22億元，同比增
長20.0%，國銀租賃主要經營指標均實現歷史最好水平。

國銀租賃進一步聚焦主責主業，圍繞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領域，不斷提升服務國家
戰略和實體經濟成效，在保持穩健發展態勢的同時，經營業績及各項指標再上新台階，實
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

2021年，國銀租賃強化戰略導向，全年向長江經濟帶、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
七大重點戰略區域累計投放人民幣980億元，佔全部業務投放的77.7%。航空、船舶業務助
力「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覆蓋沿線26個國家，資產餘額超過人民幣380億元。同時，
國銀租賃積極落實「雙碳」部署，深入拓展綠色低碳業務，全年向清潔能源、綠色交通、
環境保護等領域投放人民幣385億元，同比增長31.8%，實現新能源發電新增裝機容量超過
2.5GW。堅守租賃本源，服務實體經濟，支持「專精特新」製造業發展，全年製造業投放
同比增長50.3%。

在運營管理方面，國銀租賃持續優化業務統籌與資源分配管理機制，推進管理會計落地實
施，進一步完善預算管理、多維盈利分析、成本分攤和FTP定價體系。建立海外財務共享
中心，強化子公司穿透管理，推動集團財務一體化。加強數據治理，有效提升數據整合能
力，圍繞監管要求推動構建數據治理體系。推進崗位價值評估，優化崗位管理體系與薪酬
分配機制，激發人才隊伍幹事創業活力，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風險管控上，國銀租賃加大風險化解處置力度，實現不良額和不良率雙降，不良資產額
降至人民幣23.7億元，資產質量保持穩定。持續完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和內控合規體系，
增強風險防控與合規經營意識。加大重點業務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審計覆蓋，點面結合，強
化第三道防線作用。堅決貫徹落實疫情聯防聯控要求，全力以赴遏制疫情傳播蔓延，守住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各道防線，有效構築疫情防控的「銅牆鐵壁」。

國銀租賃深入推進創新轉型，持續推進研究和挖掘國家戰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帶來的
新市場、新機遇，制定公司「十四五」發展規劃，完善業務創新管理機制，加快培育公司
「十四五」發展新的業務增長點。構建「線上化服務、數據化風控、數字化運營」的發展
模式，科技租賃業務實現有效突破。圍繞客戶融資需求特點，加強探索研究，實現新能源
新業務模式的有效落地。加強政策分析與監管溝通，成功在境內保稅區開展首單境外船舶
租賃業務。加強航空細分市場研判，率先在業內開展空客A330客改貨項目，有效開拓貨運
市場。打通資產轉出新渠道，不斷完善資產交易模式，為推進常態化、標準化資產流轉奠
定良好基礎。

集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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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板塊經營情況

公司的收入主要由融資租賃收入和經營租賃收入組成。2021年，國銀租賃的營業收入增長
強勁，同比增長20.6%至人民幣233.16億元。當中，實現融資租賃收入人民幣98.1億元，
同比增加人民幣6.1億元，增長6.7%；實現經營租賃收入人民幣115.5億元，同比亦增加人
民幣30.3億元，實現35.6%增長。年內，國銀租賃業務投放人民幣1,261.6億元，其中飛機
投放人民幣143.8億元，基礎設施投放人民幣615.7億元，船舶投放人民幣136.4億元，普
惠金融投放人民幣286.7億元。

其中，飛機租賃板塊方面，儘管新冠疫情對於全球和航空產業造成嚴重干擾，但驅動長期
需求的因素從根本上未有變化，航空租賃板塊仍然是國銀租賃的核心業務板塊之一。2021
年，國銀租賃飛機板塊營業收入總額人民幣76.76億元，稅前利潤實現扭虧爲盈。國銀租
賃抓住資産交易機會，加快非核心機隊處置，飛機出售收益較去年實現增長。同時，通過
進一步優化機隊結構，提升窄體機佔比，並率先在行業內開展A330客改貨項目，開拓新的
利潤增長點。此外，國銀租賃與飛機製造商緊密合作，迅速調整自身訂單，以適應行業前
景的變化。年內，與25家客戶就76架飛機簽署了新租賃合同；完成21架飛機，3架飛機機
身和8架發動機的出售，實現利潤86.0百萬美元。

基礎設施租賃板塊方面，國銀租賃落實國家「雙碳」戰略，不斷優化公司基礎設施租賃業
務結構。 2021年，國銀租賃基礎設施租賃板塊營業收入總額人民幣76.6億元，增長14.6%。
國銀租賃聚焦重點區域，不斷提升重點戰略區域的業務佔比，全年在長江經濟帶、粵港澳
大灣區、京津冀及長三角等重點戰略領域投放同比增長22.4%，佔其總投放比例超過70%。
同時，不斷加強市場調研和模式研究，年內進一步提高清潔能源及綠色交通等業務在基礎
設施租賃板塊的佔比，2021年全年實現清潔能源及綠色交通等領域投放量同比增加31.8%，
推進綠色金融發展。此外，國銀租賃持續推進創新探索研究，服務先進製造產業，全年製
造業投放同比增長50.3%，成功落地集成電路、IDC等領域項目，進一步拓寬業務領域。
2021年末國銀租賃主要為全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提供基礎設施租賃服務，板塊資產
總額達人民幣1,629.3億元，同比增長19.8%。

船舶租賃板塊方面，國銀租賃看準散貨運輸市場需求增長機遇，集中人力加大散貨船經營
租賃業務的開發力度，成功把握上半年船價全面上漲起步階段的窗口期，通過新造船訂單
和購買二手船，迅速擴充運力，新增在營船舶114艘，2021年末在營船舶數量達到224艘，
其中經營租賃船舶佔比79.9%，運力結構更加優化，運營管理能力持續提升。2021年，國
銀租賃船舶租賃板塊實現規模和利潤貢獻同比大幅增長，板塊資產規模增長39.2%，營業
收入總額人民幣58.7億元，增長149.0%，稅前利潤大幅增長336.3%。

普惠金融板塊方面，國銀租賃於2021年初新設立科技租賃業務部，努力探索創新，通過科
技賦能，加快數字化轉型，提升租賃為客戶創造更高價值的綜合能力，穩步構建「產品多
元、風險可控、規模可觀、專業性強、品牌顯著、資產優良」的普惠金融業務體系，創造
穩定、可持續發展的業務來源，繼續鞏固業務增長極。2021年，國銀租賃進一步加大對實
體經濟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年內新增14.9萬租賃終端用戶，板塊資產規模增長35.7%，
其中車輛租賃資產增長109.5%，工程機械租賃資產增長9.8%。年內，板塊營業收入總額人
民幣14.9億元人民幣，增長18.3%，2021年末普惠金融板塊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341.0億元，
全年投放人民幣286.7億元，大幅增長59.6%。



重要提示

投資評級定義

強烈買入 未來12個月內目標價距離現價漲幅不少於50%

買入 未來12個月內目標價距離現價漲幅不少於20%

中性 未來12個月內目標價距離現價漲跌幅不多於15%

賣出 未來12個月內目標價距離現價跌幅不少於20%

未評級 對未來12個月內目標價不作判斷

• 利益披露聲明
• 此研究報告是由國投證券有限公司的研究部團隊成員（「分析員」）負責編寫及審核。分析員特

此聲明，本研究報告中所表達的意見，準確地反映了分析員對報告內所述的公司（「該公司」）
及其證券的個人意見。

• 根據香港證監會持牌人操守準則所適用的範圍及相關定義，分析員確認本人及其有聯繫者均沒有
持有該公司的財務權益，也沒有擔任報告內該公司的高級人員。

• 免責聲明
• 本報告乃由國投證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投證券」）【具有香港證監會頒發的第1號（證券

交易）及第4號（就證券提供意見）】發佈。
• 本報告僅提供予接收人，其所載的資訊、材料或分析工具僅提供予接收人資訊並做作參考之用，

不存有招攬或邀約購買或出售證券的意圖。
• 未經國投證券事先書面許可，接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發送或複製本報告及其所包含的內容

予其他人士。
• 國投證券相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及觀點的出處均屬可靠，國投證券不會就本研究報告的真實、準確

及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證。
• 接收人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應自行分析或諮詢專業顧問的意見。除非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國投

證券或其任何董事、雇員或代理人概不就任何協力廠商因使用/依賴本報告所載內容而導致的任
何直接的、間接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國投證券及其成員企業及其董事、高級職員及雇員可不時就本報告所涉及的任何證券持倉。
• 本報告所載的資料及觀點如有任何更改，國投證券並不會另行通知。

7

全球經濟恢復較預期慢；疫情及防疫管控持續時間超預期；國際政治不穩因素；或產
業運營板塊不及預期。

主要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