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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2009 年业绩出色 2010 年二次腾飞 

2010 年 4 月 19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A 股代码：600016；H 股代码：01988）对外发布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向投资者递交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2009 年，民生银行的主要业绩指标显著提升：资产回报和资本

回报水平显著增长，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双降”，贷款损失准

备和拨备覆盖率实现“双升”。各项业务的良性开展和存贷款规模的

快速扩张带来了主要业绩指标的显著提升。 

民生银行经营业绩的显著提升，与持续的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已

经取得显著成效密不可分。2009 年，民生银行的公司业务事业部改

革成效显著，专业化服务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异

军突起，成为零售业务新的增长点。 

经过几年的调整转型，从 2010 年起，民生银行开始进入了新一

轮高速增长的“二次腾飞”阶段。在“做民营企业的银行、小微企业

的银行、高端客户的银行”的市场定位下，民生银行将向特色银行和

效益银行的方向迈进。 

                业绩指标显著提升 

2009 年，民生银行的经营业绩指标显著提升，当年实现净利润

121.04亿元人民币；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从 2008年的 0.80%增加到 2009

年的 0.9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从 2008 年的 15.23%增加到 2009

年的 20.19%；2009 年实现每股收益 0.63 元人民币，期末每股净资产



 

为 3.95 元人民币。 

民生银行经营业绩指标的显著提升主要来自资产规模的快速扩

张和各项业务的良性开展。2009 年末与 2008 年末相比，民生银行的

总资产从 10,543.50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14,263.92 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35.3%；存款余额从 7,857.8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11,279.38亿元人民币，

增加了 43.5%；贷款余额从 6,583.60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8,829.79 亿元

人民币，增长了 34.1%。 

2008 年下半年，为了刺激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降息，

这导致中国国内银行的净利差大幅收窄，7 折房贷利率政策的推出也

令中国国内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的收益降低。面对不利环境，民生银行

有效地实现了“以量补价”，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 6.1%。此外，2009

年民生银行进行了较大力度的业务结构调整，一方面通过四个行业金

融事业部的专业化服务来提高贷款定价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

贷款议价能力高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较好地避免了

利差收窄产生的影响。2009 年，民生银行贷款和垫款的平均收益

5.31%，其中公司贷款平均收益 5.32%，零售贷款平均收益 5.25%；

净利差为 2.49%，净息差为 2.59%，在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2009 年，民生银行把握时机，及时处置了所持有的海通证券股

权，获得 49.02 亿元人民币的税前收益，这为民生银行在 2009 年实

现业绩指标的显著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业绩指标显著提升的同时，民生银行的资产质量大幅改善，拨

备覆盖进一步提升。2009 年末，民生银行的不良贷款实现了余额和



 

比率的“双降”，不良贷款余额从 2008 年末的 79.21 亿元人民币下降

到 73.97 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从 1.20%下降到 0.84%。同时，民

生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也实现了余额和比率的“双降”，余额从 2008 年

末 163.66 亿元人民币下降到 129.28 亿元人民币，占比从 2008 年末的

2.5%下降到 1.5%。在资产质量大幅改善的同时，2009 年末民生银行

的贷款损失拨备实现了余额和比率的“双升”，贷款减值准备金余额

从 2008 年末的 118.85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152.41 亿元人民币，增加了

33.56 亿元人民币；拨备覆盖率从 2008 年末的 150.04%增加到

206.04%，增加了 56 个百分点。 

2009 年 11 月 26 日，民生银行成功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在行使部分超额配售权后共募集股本 34.39 亿

股，在扣除佣金及交易所税费后，募得资金折合人民币 267.50 亿元，

有效地补充了核心资本，提升了资本实力。2009 年末，民生银行的

资本充足率从 2008 年末的 9.22%增加到 10.83%，核心资本充足率从

2008 年末的 6.60%增加到 8.92%。 

                    改革调整取得重大突破 

2009 年，民生银行深化公司业务事业部改革成效显著，专业化

服务的优势充分显现；以大力发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重要内容的业

务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改革调整有效地支撑了民生银行业

绩的大幅提升。 

2009 年，民生银行继续深化 2008 年初全面启动的公司业务事业

部改革，优化事业部运行机制，全方位支持事业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实施新的商业模式，提升客户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配套实施销售

体系优化调整，强化大客户业务统筹管理，建立中小企业业务矩阵式

管理模式，优化客户合作销售机制及产品交叉销售制度安排，促进事

业部、分行进一步发挥专业化经营平台优势和渠道优势。各事业部冷

静应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复杂多变的不利影响，以提高资产业务定

价能力和盈利能力为目标，创新业务模式，加大营销力度，强化风险

控制，业务规模较快增长，资产质量保持优良。 

2009 年末，地产、能源、交通、冶金四个行业事业部存款余额

1,554.67 亿元，比年初增长 34.6%；一般贷款余额 2,428.82 亿元，

比年初增长 39.1%；不良贷款余额 8.09 亿元，不良贷款率 0.33%，分

别比上年末下降 10.57 亿元和 0.74 个百分点。在全行结构调整和战

略转型背景下，事业部加大客户结构、业务结构及收入结构调整力度，

通过加强定价管理，实施资产经营，提高盈利能力。2009 年，四个

行业事业部实现净收入 75.22 亿元，比上年增长近 10%；实现中间业

务收入 11.42 亿元，比上年略有增加；四个行业事业部新投放一般贷

款中，基准利率（含）以上占比 69.6%，比同期全行新投放对公一般

贷款中同口径占比高出个 5.2 个百分点。 

2009 年，民生银行积极探索优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新体制，经

监管部门批复同意，将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改造成为业务范围覆盖全

国、持分行级营业执照的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在对中小企业业务实行

事业部矩阵式管理模式基础上，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加速推进在全国

范围内的中小企业业务布局，稳步推进重点区域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建



 

设，初步形成以长三角为重点，逐步向环渤海、海峡西岸、珠三角等

经济带辐射的格局，专业从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销售机构数量扩大

到 23 个，在较好控制风险前提下，实现了业务规模快速发展和盈利

水平提升。到 2009 年末，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贷款余额 341.8 亿元

人民币，存款余额 201.81 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分别增长 90.6%和

21.7%，不良贷款率 1.22%，保持在较低水平。约 93%的贷款为短期

贷款，贷款平均收益率达到基准利率上浮 20%的水平。 

2009 年，民生银行的零售业务取得了规模快速增长和结构重大

调整的突破。截止到 2009 年末，零售贷款余额为 1,638.80 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增加 553.09 亿元人民币，增幅 50.9%，占客户贷款总额的

18.6%；零售存款总额为 1,941.04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578.36 亿

元人民币，增幅达 42.4%，占客户存款总额的 17.2%。 

2009 年 2 月 20 日，民生银行开始推出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产品“商贷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快速成为小微企业贷款的领先

银行，带动了零售贷款的高速增长。“商贷通”业务定位主要是满足

融资需求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微企业。在区域选择、行业选择、

客户准入上，民生银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采取审慎的策略，先

在华东沿海 10 家重点分行稳健起步，积累经验，探索规律，然后在

全行逐步推广。从业务进展情况看，达到了预期效果。截至 2009 年

末，民生银行“商贷通”贷款余额为 448.09 亿元人民币，占个人贷

款余额的比例达到 27.3%，客户累计达 3 万余户，且资产质量优良。

从贷款定价和“商贷通”贷款的特性来看，“商贷通”业务有效地优



 

化了民生银行的贷款利率结构。 

2009 年，民生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累计

发卡量达到 763 万张，本年新增发卡 114 万张；交易额 1,024.49 亿元，

同比增长 37.5%；净非利息收入 10.4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5.6%；

贷款余额 142.6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1%；6 个月以上不良率为

2.46%。截止到 2009 年末，民生白金、钻石信用卡累计发卡量达 17.3

万张，在国内银行同业中名列前茅。 

2008 年 10 月，民生银行成立了私人银行事业部。2009 年，民生

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实行了矩阵式事业部管理架构，在北京、上海、

南京、深圳、广州、成都、福州等分行建设了十二家私人银行专营机

构。私人银行部围绕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持续开发了专属投资

产品、个性化信贷业务以及其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并提供家庭资产

传承、功能信托等方面的非金融服务。截至 2009 年末，私人银行客

户数量达到 1,229 户，管理金融资产达到 254 亿元人民币。 

                   二次腾飞全面启动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先生指出：2010 年民生银行将全面进入

“二次腾飞”阶段。 

民生银行从 2006 年就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和经营模式转型，

核心是从传统的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内涵式的增长

模式转变。调整和转型从公司业务事业部改革、零售银行能力提升和

新一代核心银行系统建设等多个方面展开。到 2009 年，这些调整和

转型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公司业务事业部改革，对高风险的业



 

务从传统的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运作模式变为

事业部的“一级经营、一级管理”运作模式，极大的提高了专业化服

务的能力和水平，有效的降低了风险；大力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为民生银行找到了新的业务增长蓝海，把包括“商贷通”在内的个人

贷款作为做强做大支行的主要业务，全面提升了零售银行的核心竞争

力；四年磨一剑，民生银行的新一代核心银行系统将在今年全面上线，

这将为民生银行进一步完善事业部改革和推进流程银行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平台支撑。 

    民生银行表示，2010 年将加快各项改革的协调配合，继续深化

流程银行建设，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事业部改革，增进内部有效合

作，促进业务更好发展；有序推进中后台管理支持体系优化，调整组

织体系、经营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实现科学改革、系统改革和精细

改革；做好新核心银行系统上线有关配套准备工作，确保上线安全、

顺利、高效运行。 

    2009 年下半年，民生银行提出了“做民营企业的银行、小微企

业的银行、高端客户的银行”的市场定位。民生银行表示，2010 年，

将加快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中高端零售业务的规划和发展，主要包

括：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特点，培育基础客户，实施系统开发，开展战

略合作；推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布局，创新产品服务体系；

建立商贷通业务长效发展模式，理顺小微企业业务经营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加快零售业务资源整合，统一服务体系和发展规划，建立多

层次、全方位的中高端零售产品平台。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先生表示：“2010 年，本公司强调将加快增长

方式转型，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增效益的均衡发展，实现

从做业务、做产品到做客户、做效益的转变，为建设‘特色银行’和

‘效益银行’、实现民生事业的‘二次腾飞’奠定坚实基础，不断提

升公司价值，以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