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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我行在上交所成功举办“2014 年中期业绩说明会” 

应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邀请，为加深投资者对我行的了解，建立更透明直接的

沟通平台，我行于 9 月 17 日下午 4 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交易大厅成功举办“民

生银行 2014 年中期业绩说明会”。 

董事长洪崎，行长助理石杰、林云山，财务总监白丹，以及资产监控部、资

产负债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说明会，会议由董事会秘书万青元主持。

来自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宏源证券等 50 多家专业机构的分析师、以及第一财

经频道、证券时报、路透社等 60 多家境内外媒体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说明

会。 

董事长洪崎首先对来访的分析师和媒体表示热烈欢迎，并简单介绍了我行的

基本情况。上半年我行紧密围绕实体经济需要，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持续推动改革

创新和经营转型，切实加强风险防控，有计划并有决心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建设成

为中国最具特色的银行和效益最好的银行，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和回

报。 

财务总监白丹从盈利增长能力、资产负债情况、经营结构变化、风险管理能

力和机构建设进度等几方面向投资者详细讲解了我行 2014 年上半年的经营情

况。 

在问答环节，投资者提问积极踊跃，洪董事长回答了投资者关心的民生银行

战略定位问题，特别提出在“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零售高端”定位不变的前提

下，持续提升我行的综合服务水准和服务效率，加强整个流程的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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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涉及小区金融、同业业务、负债业务、手续费收入、资本补充等方面，其

中最受关注的 2014 年下半年资产质量、净息差走势以及全年资本压力等问题，

我行管理层也一一给予了细致的解答。 

 我行结构性存款业务实现了迅猛增长 

今年以来，我行结构性存款业务实现了迅猛增长。其中，对公结构性存款累

计发行规模贰仟肆佰肆拾陆亿。在做好传统对公结构性存款业务的基础上，9 月

以来，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金融市场部成功发行 6 只挂钩沪深 300、黄金

等标的的零售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涵盖多个币种，期限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有

效拓展了新的客户来源。 

零售结构性产品，既可通过挂钩标的的灵活调整，追随市场热点，又可以拉

动负债，丰富我行产品条线，扩大市场影响力。我行的对私结构性产品自近期发

售以来，对于受到资本管制等诸多条件约束难以直接投资的金融资产，利用衍生

结构实现了间接投资。近期发售的结构性存款挂钩标的囊括了黄金、沪深 300 指

数、标普 ETF 指数、一篮子股票等，目前发售情况较为乐观。 

 

 

 我行地产金融事业部与总行公司部流动利 A 成功完成首批资

产对接 

由我行公司银行部主导研发，于今年 8 月 8 日正式上线的流动利 A 产品，是

一款瞄准倾向于流动性产品的机构类客户理财需求的账户型现金管理产品，受到

行领导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截止 9 月 18 日，规模已经达 23 亿元。 

我行地产金融事业部在流动利 A 研发期间全程参与，在机构客户理财需求、

资产入池需求、投资配臵等方面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并委派专家参与投资决策

委员会。产品上线后，地产部深入配合筛选合适资产，包括存量授信类资产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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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非授信类资产。一方面，针对流动利 A 对资产流动性要求较高，结合资产的

特点，地产部从已进入还款阶段的开发贷资产入手进行资产转让的试点，利用备

偿账户余额作为对池子的流动性支持，成功运作了首笔存量资产的转让，为盘活

存量资产扩展了新路径。另一方面，为实现进一步降低资金价格，营销大型集团

客户、金融管家客户的战略目标，地产部通过与流动利 A 作合作，定向对接机

构资金，成功完成了首笔新增非授信业务的发放，为地产部战略客户业务的拓展

提供了资金成本的保障。 

 

二、荣誉奖项 

 我行贵金属业务荣获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最佳创新奖” 

 

近日，由世界黄金协会与中国黄金协会主办的中国国际黄金大会在北京隆重

举行。大会以“开放、融合、发展”为主题，探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黄金行业

发展趋势，发出全球黄金行业的中国声音，1800 多位来自全球的行业精英汇聚

一堂，我行行长助理李彬出席此次高峰论坛。 

我行作为国内黄金市场的参与者，积极创新，不断拓展国内外黄金市场交易

机遇，为国内黄金行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不断探索行业合作机会，与国

内众多黄金加工企业、银行和黄金产业链企业建立了合作，为银企合作平台的搭

建奠定了良好基础。我行对国内黄金产业的贡献得到了大会评委一致认可，并被

授予我行“最佳创新奖”的荣誉称号。 

中国民生银行在为期三天的黄金盛会中，通过现场搭建展位的方式，对我行

贵金属业务进行了展示和宣传；同时，与会代表与金融同业机构共同探讨贵金属

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就自营交易业务特点，黄金租赁业务和零售产品未来发

展方向交换了意见。此外，冶金金融事业部与参会的生产用金企业以及相关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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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伴生产企业洽谈确定了黄金租赁业务加远期套保交易基础框架，有效地营销客

户。 

未来，我行将逐渐打造以“民生金”品牌为核心的集投资、交易、融资和理

财为一体的贵金属产品服务平台，有效树立我行贵金属业务至诚、至信、至专的

品牌形象。 

 香港分行荣获《环球银行及财经评论》颁发“香港地区增长最

快贸易融资银行”奖项 

近日，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著名财经网络媒体《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Review（环球银行及财经评论）》公布，我行香港分行凭借在香港地区贸易金融

领域取得的卓越成绩，获得该媒体颁发 的“The Fastest Growing Trade Finance 

Bank Hong Kong 2014（2014 年度香港增长最快贸易融资银行）”奖项。 

《环球银行及财经评论》是一个专门提供银行业及财经资讯的专业网站，总

部设在伦敦，读者涵盖全球 200 个国家。自 2011 年起，《环球银行及财经评论》

每年评选各个国家地区的杰出金融企业，历年亚洲地区获奖者包括：华侨银行（新

加坡）、星展银行（新加坡）、富邦保险（台湾）等等，欧美地区的获奖者包括

VP Bank, BMO Harris Private Bank, MIG Bank 等。 

香港分行获得的这项殊荣，标志我行的海外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香港分行

自 2012 年开业以来，按照我行的战略部署，致力于发展“三大板块”，即批发

业务（公司银行业务）板块、资金交易板块以及私人银行板块，积极拓展渠道和

创新业务。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发展，香港分行已经成为本公司重要的海外平台，

在推动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 年上半年，香港分行

全面优化了定价机制、资产配臵规模以及内部考核制度等，促进了联动业务的快

速成长。上半年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为香港分行带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27

亿港币，同比增长 168.03%，联动存款 301.40 亿港币，比 2013 年底增长 31.44%，

直接带动境内存款 83.15 亿人民币，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24 亿人民币，跨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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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双赢效果十分显著。在香港本地众多银行中，香港分行贸易融资业务增长强

劲、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香港增长最快贸易融资银行”大奖。 

未来，香港分行将继续巩固和提升我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为实现我行国

际化战略目标及二次腾飞做出贡献。 

 我行健康金融事业部荣获“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佳商业实

践贡献”及“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佳金融服务实践企业”

两项大奖 

9 月 13 日，在由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组织的“促进中国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评价

活动”中，健康金融事业部荣获“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佳商业实践贡献”以

及“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佳金融服务实践企业”两项大奖。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在国家

民政部注册的，专门从事全国性企业评价、研究、咨询工作的社团法人组织。此

次“促进中国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评价活动”中，组委会专家委员会采取定性和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四个维度对

参评企业进行了综合判断和评价，评选出在健康服务产业领域具备较强影响力并

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机构，并颁发了相应奖项。 

经过初评推荐、复评审核、组委会委员联合评审等环节，健康金融事业部因

始终秉承“投行+商行”的经营理念，坚持探索健康产业创新服务模式，并在整

合各方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卓有成果，一举获得“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

佳商业实践贡献”以及“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发展最佳金融服务实践企业”两项大

奖，成为同业中唯一同获两项殊荣的银行机构。 

健康金融事业部将坚持走专业化道路，夯实基础、探索模式、做出业绩、扩

大影响，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国内健康产业金融服务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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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新闻 

 洪崎：民生银行小微业务转型不再比拼规模 

2014-09-18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石贝贝 

 

   “未来小微业务转型重点将是增长方式的转型，不再是比拼规模，而是以客户

服务为中心，围绕客户质量进行端对端的梳理，建设成高效的、大数据为基础的

流程银行。”17 日在上交所举行的民生银行[0.00% 资金 研报]2014 年中期业绩

说明会上，该行董事长洪崎表示。 

今年 8 月底，洪崎被该行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而此前五年半，他一直担任

该行行长一职。过去五年间，民生银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 2008 年的 79 亿元提

高到了 2013 年的 423 亿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从 2008 年的 0.8%左右提高

到了 2013 年的 1.34%。 

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介绍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该行对小微企业所有流程、

客户结构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一，坚持把小微企业业务作为战略方向；二，强

调服务客户效率提升，在流程成本控制、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进行完善。 

“在对小微客户的选择上，更多地从生产性服务转向结构性服务的调整，使

之成为战略板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围绕小区生态创造全功能的金融服务。”

洪崎说。 

洪崎继称，在公司业务方面，仍将围绕民营企业、聚焦战略性客户，在提供

一站式、全功能服务以及多元化、国际化的平台建设速度将加快。 

对于小微企业不良的情况，民生银行管理层表示，在今年整体形式下，将继

续加大小微业务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单笔贷款 50 万、30 万以下的业务。 

据介绍， 民生银行自 2013 年开始就大力调整小微业务结构，因此，尽管目

前该行小微贷款余额并没有大幅增长，但客户总数增加、单户贷款余额下降 100

万、单户新发放额度降到 100 万以下，服务客户群扩大。同时，坚定退出一些过

度负债的、中小型客户群，也大力推动小微与个人业务的交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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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兴不久的社区银行业务发展策略，民生银行管理层表示，主要侧重于

金融类产品和服务，金融产品上将大力推动信用卡、消费信贷进入社区，还将大

力推动代收、代扣、代缴等业务，以及与一系列电商合作，通过实体网点、自助

银行、社区运营等全方位渠道来共同推动。 

对于未来息差情况，民生银行管理层预计，下半年总体净息差保持稳定，未

来也将采取如下措施：一，持续改善存款水平。二，高成本的结构性存款到期，

将重点拓展低成本优势，积极拓展低负债来源。三，把握市场节奏，适当增加高

收益债券的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