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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民生银行力求报告内容准确可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

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相关媒体文章和分析报告仅反映媒体及分析员的不同观点，并不代表民生银行的立场，解释

权归民生银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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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我行推出股指挂钩资管计划募集超过 1.6 亿元 

2014 年四季度以来 A 股市场跌宕起伏的行情吸引投资者加大了股票资产的
配置，但是这一轮牛市中股指上下波动幅度较大，各板块表现分化很大，如何在
保证本金安全的同时分享到股票市场上涨的收益是私人银行客户股票资产配置
的主流需求。私人银行事业部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了符合客户对股票市场预期，
同时最大限度保障客户最低收益的结构方案，在向衍生品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五
家券商进行询价后，研发了“民生加银资管汇鑫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该计划
为客户提供期限六个月、预期收益 4%-16%（年化）的股指挂钩产品，并于 2015
年 1 月 4 日开始销售。在事业部和多家分行的共同努力下，该产品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正式成立，规模 1.628 亿元。 
 

 我行与金融资产交易所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2 月 2 日，由我行金融同业部组织举办的中国民生银行与金融资产交易所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经济“新常态”下，我行探索同业合作、谋求共
赢、提升同业客户服务工作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2 月 2 日上午，中国民生银行与金融资产交易所战略合作签署仪式暨银交业
务创新研讨会在西单民生银行大厦 11 层会议室隆重举行。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
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浙江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6 家国内顶尖
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应邀参加，我行李彬行长助理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一并参加
会议。 
 

两家交易所机构代表就重点业务进行了相关介绍。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
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就互联网金融在财富管理端的运用、发展情况、成本节约
与效益提升、两大交易平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就其
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达了与我行深入合作的意愿。 
 

活动最后，我行李彬行长助理总结提出：一是业务研讨会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和支持，深受鼓舞和倍感欣慰；二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利润市场化、资本约
束和经济结构调整，民生银行整体策略向“轻资产、轻资本”方向发展，与交易所
业务重点向资本市场转化不谋而合，因此银交合作非常必要，相互之间要继续保
持良好的业务沟通机制。三是民生银行将计划 “银银”“银交”、“银证”、“银信”、
“银保”“银基”搭建六大平台，旨在推进实现交易平台的互联网进程，以此促进业
务发展和合作双赢。同时同业部将围绕“客户服务” “产品创新”“平台交易和搭建”
为共同探讨交易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产品参与到交易所业务
运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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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金融同业部将以此次合作签约为起始，在李彬行长助理的带领下继续奔
赴在致力完善同业客户服务、丰富交易合作平台和创新同业产品的第一线，努力
成为分支机构服务同业客户、利润稳步增长的助力器。 
 

 我行社会责任委员会艺术公益走近社区  

我行美术馆作为一种公共传播空间与媒介，肩负传达公共审美文化的重任，
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传播与分享艺术。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M21）是一
家立足民间、回馈大众的公益性艺术机构，力图通过多元的展览和延展性公共教
育等途径为公众带来更多更好的艺术体验 ，以此来拉近公众与艺术之间的距离。
艺术家的作品在美术馆得以与公众相见，通过大众欣赏、阅读形成强大的社会审
美效应，公众社会的知识认知高度和美学普及性在了解艺术、参与艺术的过程中
逐渐改变。打破艺术与公众之间的隔阂、培养公众“走进美术馆”的良好习惯是
M21 的社会职责与承诺所在。 
 

M21 自去年 11 月向社会开放并推出以“多重宇宙”为主题的开馆展以来，陆
续接待了来自社区街道、教育机构、慈善团体所组织的各类群体，为他们提供量
身定制的导览服务，这些举措激活了社区对于美术馆以及艺术的认知，也激活社
区对于自身的认知，在无限拉近了公众与艺术的距离的同时，也使 M21 更添人
性化魅力。 
 

二、荣誉奖项 

 我行荣获 2014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最具影响力机构奖 

近日，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组织的“2014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评优”活动中，
我行凭借出色的交易能力，在交易量和业绩表现等方面都名列前茅，在数百家同
业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2014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最具影响力机构”奖。 
 

2014 年我行积极履行做市商义务，市场交易活跃。根据外汇交易中心最新数
据，我行现券交易量达 224,356,400 万元，市场排名第二。我行在保障银行间本
币交易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转移、分担风险，促进市场发展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未来，金融市场部将继续认真履行做市商义务，努力提升市场流动性，为实
现民生银行“二次腾飞”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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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荣获“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先进单位”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关于表彰全国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的决定》，我行喜获 “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先进单位”及“银行业法律风
险管理先进个人”。 
 

本次表彰旨在高效推动法治银行建设，促进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我行及核心骨干获颁上述荣誉，表明我行法律风险管理工作继续保持在商业银行
的领先地位，得到同业的认可和肯定，我行法律工作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多年来，在我行董事会、经营班子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法律合规部
全方位、深层次提升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为全行的经营管理提供有力支撑。一是
始终坚持与业务同步、与监管同步、与管理和发展同步的工作理念，以专业能力
千方百计为业务一线出谋划策，有效平衡解决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之间的矛盾，
多措并举控制各类重大法律风险，提升法律工作价值；二是打造一支组织有力、
专业过硬、敢于担当的专家化法律服务团队，目前已有三人入选银行业协会的全
国首批 120 人法律专家库；三是积极进行法律维权，为全行不良清收提供专业指
导，有力维护我行资产安全；四是加强与外部机构的联络沟通，在立法、司法、
监管和学界等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影响和有利的外部环境。法律合规部参与了全国
银行业“六五普法”巡回宣讲，为年度银行业法律风险管理研讨会授课，并创新普
法形式与银行业协会联合制作了普法视频节目“金融有说法”。 
 

 我行荣获互联网金融三项年度大奖 

由中国电子金融产业联盟、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2015 中国互联网金融高层论坛暨第八届中国电子金融年会”于 1 月 23 日在京举
行，我行凭借在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领域突出的创新表现摘得三项年度大奖。
民生银行手机银行和直销银行分别荣获“2014 年度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奖”和
“2014 年度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民生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任
海龙获评为“2014 年度中国互联网金融十大创新人物”。 
 

此届年会以“创新·融合·协同—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主题，围绕互联网
金融政策、现状与趋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专业研讨和深度分析，中央网信办、工
信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主管部委、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及互联网企业参加了会议，社会影响力巨大。此次获
奖充分表明行业对我行网络金融工作的认可与肯定。截至目前，我行手机银行客
户数超过 1300 万户，年交易额突破 3 万亿元。直销银行民生直销银行客户数已
突破 150 万，如意宝产品申购总额超 2600 亿元，保持业内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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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财富荣获金蝉奖两项大奖 

1 月 21 日，由新锐高端财经杂志《CM 华夏理财》和知名财经媒体《华夏时
报》共同举办的“第八届机构投资者年会暨金蝉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 
 

我行零售银行民生财富凭借在 2014 年财富管理业务的卓越表现，荣获“2014
最具营销力财富品牌奖”以及“中国金融品牌影响力——‘金融七星’奖”。来自银行、
保险、券商、基金、第三方理财、家族财富管理、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近百家机
构投资者代表出席了本届年会。 
 

《华夏时报》在 2007 年成功发起“金蝉奖”评选，以创造财富为核心标准，于
每年岁末盘点年度最具实力的金融机构，。《CM 华夏理财》总编辑水皮在致辞
中表示，2014 年国内的富裕阶层通过跨境资产配置来管理家族财富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渗入，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财
富管理行业在未来的前景广阔。 

三、民生新闻 

 民生银行“小区金融”成绩不俗 
 

                           2015-01-31 作者:吴小延 来源:汕头日报 
 

从 2013 年 7 月正式启动“小区金融”战略至今，被民生银行寄予厚望的小区
金融，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完整会计年度的成绩单。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民
生银行投入运营的社区支行及自助服务网点已超过 5000 家，小区金融项目下的
有效客户达 30 万户，金融资产余额 756 亿元，较年初新增 696 亿元。   
 

据介绍，为了激活和利用好遍及全国的 5000 家社区网点，民生银行进行了
社区网点多层次、多类型的进一步细分布局，如强化理财咨询功能或强化消费信
贷处理能力的细分类型等；同时，强化线上、线下渠道功能互补，将丰富的线下
资源与便捷的线上渠道，比如微社区云平台、APP 等进行结合。但民生银行零售
银行部负责人透露，从目前的业务实践看，已经建成的网点距离规模效应的目标
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民生还将继续推进社区网点的建设。特别是拥有牌照的
社区支行，对社区居民的服务能力更强。民生银行也将积极争取并配置更多的资
源，推进社区支行的建设与发展。 

http://www.stdaily.com.cn/html/2015-01/31/content_596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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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银行推西安首款社区智能网络服务平台 

                         
 2015-01-31  来源：华商报 

日前，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推出西安首款社区智能网络服务平台“民生智家”，
该平台将业主、物业、银行、商户有机结合，通过易缴费、优物业、聚财富、阖
邻里、好医疗、彩生活等 6 大服务版块，全方位满足业主、物业、商户基于社区
产生的各类需求。 
 

据悉，平台全面上线后，市民有望足不出社区查看物业通知、缴纳各种生活
缴费、购买天然气，建立邻里沟通以及社区线上商城网购。而物业公司则可以轻
松实现电子化管理、便民服务以及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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