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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投资者及分析师电话会议记录

时间：2014年 4月 28日 16:00-17:00

地点：北京西单总行 10层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万青元董事会秘书

实录内容：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

度业绩的投资者及分析师电话会议。我是民生银行董事会秘书万青元，今天的会

议由我来主持。

首先，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行领导和管理层：副董事长、行长洪崎；

财务总监白丹；主管零售的行长助理林云山；资产监控部总经理李子玉；资产负

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殷绪文；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李文。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洪行长为大家介绍 2014年第一季度民生银行的经营情况，

随后将解答大家的提问。

洪崎：各位股东、分析师，下午好！2014年一季度，本公司积极应对宏观经济

环境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变化，深入贯彻落实“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高

端客户银行”三大战略定位，紧密围绕“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的经营目标，

按照“稳增长、调结构、抓机遇、控风险、搭平台、提效益”的总体思想，聚焦

战略转型，强化风险控制，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现将一季度的主要经营情况向各

位作个简要介绍：

一、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股东回报保持稳定。一季度，本集团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61亿元，增幅 15.08%。

其中，本行实现净利润 124.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9亿元，增幅 15.91%，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一季度，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年化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60%，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0%，分别比上年全年上

升 0.26个百分点和 1.57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0.45元/股，同比增长 0.06元/

股，增幅 15.38%；每股净资产 7.44元，比上年末增长 0.47元，增幅 6.7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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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回报保持稳定。

二、 战略转型不断深化，经营结构持续优化。本公司不断深入推进三大

战略业务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在两小战略方面，本公司小微客户数达到 210.05

万户,小微企业贷款达到 4,050.25亿元；已正式投入运营的小区金融网点数量达

到 3,715家，比上年末增加 410家；在民企战略方面，本公司有余额民企贷款客

户 12,577户，民企一般贷款余额 6,099.26亿元；在对公业务板块中占比分别达

到 84.47%和 64.09%；在高端客户战略方面，本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超过 13,467

户，比上年末增长 4.40%，管理私人银行金融资产规模达到 2,090.81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 8.93%。

在深化战略转型的同时，本公司不断优化调整经营结构。截至一季度末，本

集团总资产 32,82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16,353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610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22,56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097亿元。

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555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446亿元，储蓄存款占比 24.62%，

比上年末提高 0.82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占比进一步提高，存款结构持续优化。

在收入结构调整方面，一季度，本集团实现净非利息净收入 100.3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3亿元，增幅 14.53%，净非利息净收入占比达到 32.13%，

同比提高 1.78个百分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 强化风险管理能力，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一季度，本集团以“风险

文化教育活动”为主线，全面强化风险管理，重塑企业风险文化，严控风险底线，

同时持续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机构、重点项目的监控力度，通过开展“铁骑行

动”，多措并举、及时有效清收和化解问题及不良资产，确保资产质量保持基本

稳定。

截至一季度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141.53亿元，不良贷款率 0.87%，比

上年末略提升 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分别达到 257%和 2.22%。

四、 加强成本管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一季度，本集团进一步加强成

本管理，有效控制成本，不断提升运营效率，成本收入比 26.78%，同比下降 0.14

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指标持续改善。

2014年，本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调整变化，不

断深化战略转型，持续推进两小战略和事业部 2.0版改革落地实施，抓住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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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遇，加快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调整，加强资产质量管控力度，促进盈利能力

的不断提升。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答问环节。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每次不超过两个问题。请会议助理播报

提问操作方法。

提问：第一，我们看到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持续放缓，

想了解一下增长放缓的原因和未来对于这块业务的规划。第二个问题，去年民生

银行票据做的规模比较大，今年对这块业务的策略是什么，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

同业资产下降比较快，是不是主要压缩了票据这块业务。

回答：前面一年多时间，民生银行小微贷款增加了 2000多亿，2013年底我们确

定 2014年小微业务策略重点，第一，结构调整。包括客户结构、业务结构、收

入结构的调整。第二，综合开发。原来的小微量上得很快，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

贷款余额，我们认为除了贷款以外，其他业务的综合开发的空间还是非常大。今

年在综合开发上将投入很大的精力。第三件事，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资产质

量控制的问题。我们今年加大了退出行业的退出速度。从严控制限制性行业。第

四，提高收益率。收益率不仅仅是贷款直接产生的利息收益率，也包括存款派生、

客户其他业务的引入乃至于结算端等等。

一季度小微贷款发放量并不小，一季度新发放 981亿贷款，同时回收接近 980

亿贷款。我们希望今年上半年彻底完成结构调整和综合开发的布局。从总体看，

到今年二季度小微贷款余额依然会保持一定的增长，但是我们更看中的是小微客

户数的增长、小微结算数增长以及收益率的增长。

票据业务涉及到两块，一块是跟贷款规模相关的，受人民银行管控的。第二块，

买入返售票据，也是受到人民银行关于同业业务占比的限制。从买入返售票据角

度来说，过去民生银行在市场上比较活跃，做的比较多。这个态势今年还会延续，

我们的策略还是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支持票据业务发展。同业业务受利

率市场化影响比较大，资金来源都是市场化，所以利差也是受资金成本制约，我

们各个金融机构在这个业务的选择过程中会考虑到资金来源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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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有关小微贷款情况，刚才领导也说我们一季度有一定收回，也有一定新发，

我们目前新发放小微贷款平均收益率是什么水平？平均小微客户用款周期多

长？第二个问题，目前在不良贷款当中，有多少大的比重是来自于小微和中小企

业贷款，余额中 90天以上逾期的占比是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回答：一季度小微贷款收益率上浮水平达到 33.86%，比 2013年提高了 1.9个百

分点。单季新投放贷款，不含存量，收益率达到 8.64%，提高了 0.34个百分点个

百分点。我们新做的微贷达到了年息 10.75%。微贷利率空间比小贷大很多。第

二块，关于不良的问题。在经济增长整体放缓情况下，不良压力确实在加大，小

微不良率是 0.64%，上升了 0.15个百分点，在民生银行内部的金融机构中，集中

在温州、杭州、石家庄、上海、北京这几个区域。温州、杭州、上海这一片基本

上是去年传统不良和逾期增长比较多的机构，只是继续暴露。不良的压力往华北

方向传递的趋势相对来讲比较明显。我们今年要加快结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也是基于风险的考量。谢谢！

回答：在贷款结构中，对公贷款仍然占大部分，随着小微和中小余额的增加，不

良贷款也随着增加。中小、小微加起来占整个不良贷款 40%左右。小微不良率是

0.64%，中小在 2%以上。大公司不良率 0.8%多一点，整个不良率的控制在一季

度末还是相当平稳。谢谢！

提问：关于公司一季度零售存款情况，零售存款增长得非常好，主要驱动因素是

什么？社区支行和自助服务网点到一季度末吸收存款规模大概是多少？未来目

标怎么样？谢谢！

回答：从 03年开始，零售金融资产增长速度在加快，直接看到的是储蓄存款，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更看中有效客户数增长以及金融资产整体的增长。到季末，

零售金融资产 9,536亿，目前接近 1万亿水平。一季度末民生银行零售有效客户

234万户，增长 18万户。关于小区金融，小区金融一季度有效客户新增 5万户，

是 2013年第四季度的三倍。我们认为在当前储蓄存款基金化、储蓄存款理财化

趋势下，产品供应和有效获客是储蓄存款增长特别是金融资产增长的重要手段。

从现在小区金融有效客户增长情况看，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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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第一，关于去杠杆化，过去四个季度一直是在减少同业的资产和负债的规

模，这可能也是响应监管的号召，总资产比总资本的杠杆率也由比较高的 19.7

倍降到今年一季度 15.6倍，比较理想的杠杆率是什么水平？现在去杠杆化已经

基本完成了还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资产增长还是会保持比较低的水平？同业未

来可以有一些增长还是说同业继续负增长？第二个，关于资本的。一季度核心资

本充足率还是有一点下降，在 8.51%的水平，资本方面有什么计划？通过控制规

模维持稳定，还是在优先股、可转债转股价格方面有相应规划？谢谢！

回答：同业业务，去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占比一直在下降，一方面也是市场的变

化，另一方面央行也有要求，希望占比维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现在按照 20-25%

这个区间观察我们同业业务的变化，按照这个思路来调控。今年同业业务根据现

在的趋势和判断，第一，收益率可能会比去年稍微好一点。第二，规模还会有一

个适当的增加，因为我们总的资产规模还是会在增加的。

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今年按照监管要求，未来会有一些工具，包括优先股，也不

排除以后的可转债也有一些相关的安排。第二，适度安排风险资产规模增长，今

年大体在 20%左右。第三，持续优化加权风险结构，希望有更多的高收益的或低

资本消耗的业务不断推进。

提问：一季度核心一级资本下降的比较明显，到 8.5%左右，主要因为加权风险

资产增长比较快，还是政策影响？谢谢！

回答：没有监管政策的影响。现在核心一级资本补充的来源是渠道比较窄的，除

了利润，就是融资。在这样背景下，大幅度提升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是有很多难度

的，但是整体上我们还是基本符合监管的要求。

提问：第一，票据今年整体要压缩，未来增长在哪里？具体来说，在同业业务里

面到底是票据还是一些别的新型的工具的增加？另外三月份对公存款增长比较

快，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推出了一些新型业务工具。第二，媒体有很多报道，包

括前一段时间中民投的成立，管理层怎么评价中民投的成立对民生银行的影响？



6

回答：我们统计口径当中同业含了两大块，一块是同业存拆放，第二块是买返。

现在占比比较多的是票据的买返，也有信托收益权，信托收益权今年是在下降的。

未来不排除买入返售规模中票据有可能阶段性增加。

回答：中民投还没有正式成立。民生银行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中国民生投

资公司也都是民营企业，为了民营企业走出去，为了民营企业在这次结构调整中

能够重新整合提升，总体而言，从产能结合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民投的成立会

对民生银行未来的业务、会对民营企业发展和民营企业未来方向是正面影响，谢

谢！

提问：第一，我们算息差环比是跌了 20个点左右，不知道我们算的准确不准确？

如果环比跌的话，主要是什么因素？同业业务一直在收缩，是不是对息差是一个

帮助？今年跟去年比息差是什么趋势？第二，在不良资产能不能给一下一季度新

增的不良，有多少是回收的、核销的或者有没有卖掉一些不良资产？2013年卖

了多少不良，有多少迁徙为不良？谢谢！

回答：一季度银行息差 2.62%，去年四季度息差比这个高 7个 BP左右，主要原

因是存款成本率微略提升。主要在利率市场化推进情况下，存款出现定期化趋势。

在央行不调整利息情况下，利率浮动区间不扩大，同业利率维持稳定情况下，预

计 2014年净息差基本保持平稳回升的态势。谢谢！。

回答：关于不良迁徙情况，从逾期到不良，对公在 30%这个幅度。小微 40%。

去年随着经济放缓，有些个别企业，中小、小微受到影响比较大。去年新生成的

不良比前年快，去年我们加大了处置不良贷款方面的力度，现金清收、重组、增

信，转化了一大部分，去年也加大了核销力度，去年核销力度比前年要大一点。

去年也有卖断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大。总体来看我们是以清收和转化为主，核销

一部分，卖断一部分。去年不良资产处置效果还是不错。今年一季度从不良新发

生情况来看，和去年相比的没有新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和去年差不多，今年重点

还是通过清收转化来解决我们不良贷款，今年一季度处置效果也很好。今年一季

度核销数字不大，主要靠清收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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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小区金融我们现在报出 3000多个的数字，有多少是有人值

守的小区银行，这块对成本的影响？第二个问题，非贷款拨备水平，我们看信用

成本一般指贷款，有没有非贷款计提拨备，计提多少？谢谢！

回答：小区金融从银监会审批来讲，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批文。但是有一批做的

比较早，属地的银监局同意我们开业的有人值守，有人值守的比例不高。

回答：从小区成本情况来看，费用投入分成两个形态，一方面是资本性支出。另

一方面，收益性支出。资本性支出主要是跟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相关的硬件的固

定资产的投入，另外还有与小区金融软件系统开发相关的无形资产的投入，以及

房屋装修等相关的长期待摊费用。收益性支出主要指人工费用、日常运维费用。

今年小区金融整体费用控制方面会做一些详细安排，控制成本的同时也会加快小

区产出效益。

从拨备情况来看，一方面是信贷资产计提拨备。另外还有对债券投资减值的计提。

我们期末都要对非信贷资产的减值进行计量和预测。目前来看基本上没有发生减

值的情况。谢谢！

提问：第一个问题，小微贷款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余额都没有什么增长，

管理层刚才也有说主要是做一个结构调整，请教一下结构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是怎

样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分红率，我们看到同业中小银行分红率大多提高到 30%

这样的水平，公司目标分红率是什么水平？第三个问题，公司成立了现代农业事

业部，主要做海洋渔业、茶业。小微业务里面比如在泉州做的比较好的茶叶支行，

小微做得比较好形成某个行业会不会放到事业部里，怎么平衡小微业务和事业部

的利益？

回答：我给一些数据说明我们结构调整完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客户数我们依然

希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到一季度末小微总客户数达到 210万户，增长了 20万

户。另外，小微结算业务，一季度结算业务 1万亿，增长了 4000亿，这个速度

非常快。另外一个，关于贷款结构问题，单季贷款余额单户从 179万下降到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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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这是余额的概念，一季度新发放的商户贷款平均额已经下降到 95万，与上

一季度相比下降 24万。100万以下占到 34.4%，100-300万是 47.8%，300万以

上已经下降到 17.8%。同时考虑到风险的压力，目前风险压力很明显，我们对信

用结构也做了调整，抵押比例提高到 29.43%，去年年底是 28.47%，保证类占比

57.38%，去年是 58.16%，信用类占比是 6.05%，去年是 6.2%。同时对高风险行

业如制造业，一季度成功退出 40亿，也有一些核心竞争力不够强的退出 5个亿。

小微结构调整我们会更多体现在客户结构上，希望发展真正的小微客户。业务结

构往综合发展方向去做，不仅仅是贷款。我们希望在收入也随之调整。至于做得

好的小微是不是会进入事业部，我们的答案是不会。

主持人：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问题，借这个机会我介绍一下 2013年我行情况。

2013年上半年我行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8元人

民币。2013年下半年综合考虑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业务持续发展因

素，董事会提议向本公司股东每 10股发 1元，并送 2股红股。我们行分红比例

在资本充足率比较充足的时候，现金分红比比较高，去年也是两次分红，目前也

是唯一一家两次分红的上市公司。去年分红比例按照这个算下来大概在 17%左

右。不低于 15%，不超过 20%。

提问：，第一，媒体报道了有些行实行了高级法，我们行目前这块的准备工作怎

么样？我们自己有没有推算过如果实施，对资本这块影响是怎么样？我们自己预

测今年还是明年也加入这个试点当中？第二点，关于资本这个问题，我算下来风

险加权资本还是涨的比较快，是不是跟票据、信托受益权这块有一定关系？另外

微贷产品最近的情况，余额的情况，未来计划的情况？在小微里面占比或是微贷

和小微这个产品怎么区分或者是怎样的布局？谢谢！

回答：按照新资本管理办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信用风险评级等等，但是要向监

管部门提出实施大体在 2016年。

现在微贷整体比例不高。微贷有两块，一块是经营性微贷，放在小微板块中，我

们希望在小微中提高经营性微贷占比，下半年增长速度会明显加快。第二块，我

们在布局个人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有两块，一块是比较大额的，一块是小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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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目前风险整体上升情况下，适当控制经营性贷款占比，花比较大力气增

加个人项下大消费类贷款，也包括个人项下的微贷业务。

提问：想问一下今年手续费收入增长前景怎么看？具体哪些业务能够支撑我们手

续费增长？第二个问题，请详细披露一季度不良贷款生成的具体金额、回收的金

额、处置的金额？在新生成的不良贷款里面，小微是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回答：2014年一季度民生银行手续费收入增长比较快，集团实现净费利息收入

100亿，增幅 14.53%。净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 32%。手续费佣金收入达到 87.14

亿元，增幅 21%。手续费佣金占比已经达到 27.9%，同比提高 2.97百分点，比

上年全年 25.85%提高了 2.05个百分点。整体上一季度手续费收入主要来源包括

代理收入、银行卡服务手续费收入、托管以及其他受托业务手续费收入增长比较

快，占比达到 80%以上。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和银行卡手续费收入是主要的驱动

因素，占比超过了 50%。今年整体上还是这个趋势。我们还是加大包括理财、代

理业务这块的整体上的收入的增长能力，包括理财业务、卡收入以及托管业务的

增长。

回答：一季度不良的生成，因为没有公布、没有披露，我只能说一个大概概念。

对公和小微、信用卡这三个方面是产生不良的主要来源，对公产生不良占 50%

多一点，不到 60%，零售加信用卡占比 40%多一点。对不良贷款主要还是采取

清收、转化、盘活等手段。第二，一季度核销了 10个亿多一点，今年全年核销

计划还是比较大。谢谢！

主持人：谢谢管理层，也谢谢各位投资人，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们看到一季度管理层业务结构有所调整，贷款方面，小微这块增速有所

放缓，多出来信贷额度主要投向哪些领域？第二个，一季度风险加权资产增速比

总资产增速显著要快，背后主要原因是表内资产结构调整还是表外增长？最后一

个小问题，资本公积同比出现负增长，这是近三年单季首次出现负增长，主要原

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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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今年贷款大概总的增幅是 11%、12%左右。将适当加大公司业务投入。小

微去年增了 900亿，今年增量略低于这个数，但是增幅也还不低，尽管一季度增

量不大，增幅不大。另外一个，投向也要符合民生银行关于小微业务发展方向。

现在在完善过程中。在这样背景下，应该说小微的质量、未来发展的势头肯定会

更好一些。第二个，我们今年整个风险资产增长的计划大概在 20%以内。一季度

由于受到资本的约束，风险资产扩张放慢了速度。风险资产增长比总资产增长快，

主要原因是去年有一部分票据的卖断业务，按照监管要求今年一季度进入风险资

产里来，大概 1100亿左右，实际上新增风险资产不多，400亿左右。因为票据

卖断业务周期比较短，到二季度，这个业务影响会下降。

资本公积一季末跟去年年底相比略有增长，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比去年下降底，主

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变化。

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提问。今天的交流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及分析

师的参与，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