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毛晓峰：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出席民生银行今天在香港举行的2011 年年度业绩发

布会，同时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大陆和海外地区的证券投资机构分析师及基金经理通过电话连线

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是民生银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兼联席公司秘书毛晓峰，今天的会

议将由我来主持。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现场的民生银行管理层：民生银行副行长赵品璋先生；

民生银行总行授信评审部石杰先生；总行资产负债部张昌林先生；总行财务会计部白丹女士；民

生银行总行融资办公室何力先生，这几位都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 

    现在有请赵行长为大家介绍我行2011年的经营情况、财务指标以及前景展望。 

 

    赵品璋：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这里我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民生银行2011 年各项经营情况。

2011年中国民生银行的业务发展和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我们用出色的经营业绩向广大投资

者交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我们于2010 年提出了二次腾飞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建设特色

银行是中国民生银行第二次腾飞的关键内容，2011年中国民生银行的特色银行建设取得了重大的

进展，用户特色、收入特色、业务特色逐渐形成。在客户方面，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零售高端

客户，他们在成为民生银行主要的客户，2011 年末，本行运营企业客户余额有贷款户数，在对公

业务板块中占比达到了83.60%，民企一般贷款余额占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40.40%。民营企

业成为了民生银行最大的客户群体，本行小微企业贷款的客户数，达到了45 万 8000 户，其中商

贷通客户为 15 万户，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 19.40%，成为中国银行业小微金

融服务业的领军。私营银行客户的数量达到了4650户，管理金融资产达到了684 亿。 

    收入特色方面，从贷款定价能力提高，在净利息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通过为客户提供全面

的金融服务，实现了非利息收入的快速增长，2011 年，集团净非利息收入达到了 173 亿 7500 万

元，同比增长了97.58%，占比达到了21.14%，高居内地股份制银行前列。 

    业务特色方面，在开展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同时，民生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等新业务，特

别是金融管家服务，为民营企业客户提供一揽子贷款、理财、财务顾问、发债、上市融资等服务。 

    在效益银行建设方面，本行业绩取得了显著的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2011 年推出本行

股东净利润达到了279 亿 2000 万元，同比增长了58.81，总资产回报率即股东权益回报率由2010

年的 1.09%和 18.30%，分别上升至 2011 年的 1.40%和 23.89%。定价能力的显著提升，2011 年净

息差达到了3.14%，比上年提高了 0.2个百分点。运营效率进一步的提高，2011年成本收入比为

31.74%，同比下降了 3.76 个百分点。 

    本图显示的是我行的主要财务指标，2011 年末，集团总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了22290亿

6400万元，同比增长了22.23%，其中贷款和现款总额为120520亿2100万元，较上年增长了13.96%，

客户存款总额16447 亿 3800 万元，较年初增长了16%。在业务许可的同时，集团不断的提高风险

管控水平，2001 年集团不良贷款余额贷款率为0.63%，较上年降低了0.06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较上年初进一步提升，达到了 357.29%，本集团的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提高了0.42 个百分点，核心

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下降了0.2 个百分点。2011年末，分别达到10.86%和 7.87%。 

    2011 年，本行立足民营企业银行的基本战略，在加强客户基础建设方面，一方面采取了多种

手段和措施，大力推行新客户的开发，公司业务的基础客户群体，另外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大客

户关系的管理的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转型及本行业务发展转型的时期，完善了

1+2+N 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强了民企客户的开发，积极培育未来公司的业务的主流群体。 

    报告提出了本行有余额民营企业贷款为11353户，一般贷款余额为 4841 亿 6200 万元，分别

比基数增加了38.59%和 24.58%。在对公板块当中，有余额的民营企业贷款客户数，民营企业一般

贷款余额分别达到的83.60%和 60.14%。本行公司一般贷款余额为8050 亿 1700 万元，比上年末增

加了545 亿 1600 万元，增幅为7.26%。公司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0.78%，比上年下降了0.06 个百

分点，本行公司存款余额为 13452 亿 580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11649 亿 8100 万元，增幅为



 

13.98%。本行公司业务贷款定价能力显著提升，2011年公司贷款平均收益率为7.16%，比上年提

升了1.34 个百分点。 

    公司业务板块中，中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2001 年累计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到了 89.46

亿元，同比增长了69.27%，占全部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61.91%。 

    2001 年末，事业部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强化风险管控意识，探索新型市场业

务，努力推进金融管家服务模式的应用，深入贯彻民企战略，各项业务稳步增长，资产指标继续

向好。地产、能源、交通、冶金四个行业事业部的中间业务收入由2010 年末的22 亿 9900 万元快

速增到 2011 年的 35 亿 5700 万元，增幅为 54.72%。报告期末，行业事业部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到了1952 亿 5200 万元和2934 亿 5400 万元，比年初分别增长了10.73%和 5.60%。 

    过去的一年中，本行把发展中间业务与业务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继续加强传统中

间业务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重点发展资本占用少，收益高的业务。积极建立起以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成交结构性融资，资产管理为核心的新型市场融资的业务，本行进一步确立了交易融资业务，

作为本行未来融资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报告期内，本行交易融资业务发生额为 6751亿 9800 万

元，稳定客户7052 户，派生存款余额1633 亿 6400 万元，分别较上年大幅增长了94.68%和 72.16%、

51.32%，资产托管业务方面，本行重点发展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保险债权、银行理财等托

管业务，及优质的产品推动业务稳定快速发展。报告期末，本行资产托管金额折合人民币为3811

亿 5500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的83.12%，实现托管业务收入 3 亿 9300 万元，同比增长了104.69%。

实现托管业务的规模效益的快速增长。 

    本行管理年金账户 106693 户，较上年末增长的 73.37%，年金托管规模为 46 亿 5200 万元，

较上年增长了45.88%。在融资工具方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转融中期票据等业务，报告

期内累计为68 家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80 亿支，发行规模为 572 亿 3700 万元。 

    2011 年，本行继续商贷通贷款业务带动本行零售业务的快速增长和结构性调整，截止报告期

末，零售贷款总额为 3614 亿 490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875 亿 6400 万元，增幅为 30.07%，其

中商贷通贷款余额为2324 亿 9500 万，占全部零售贷款余额的64.32%，按揭贷款余额达到了829

亿 9800 万元，占全部零售贷款余额的22.96%。 

    2011 年，本行累计存款稳步增长，截止年末，零售存款余额达到了 2863 亿 5600 万元，较上

年增幅增长了 559 亿 5400 万元，增幅达到了 24.29%，理财产品的销售增长带动了本行零售客户

的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零售客户金融资产达到了4685亿 6300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了48.04%，

零售客户总数为2197万户。 

    2011 年来，本行对小微金融企业进行了全面升级，正式推出了小微金融 2.0 版的升级版，小

微金融2.0 升级版在五个方面做了重大的提升。一方面全面拓展了服务范围，不仅是融资方面更

有众多的选择，而且在结算、财富管理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创新，形成了多元化的小微信用产品

的体系框架，从简单的信贷服务方向向综合信用服务转变，而是进一步主动提高了保证信用，非

质方式的贷款结构方式当中的占比。让更多的无法提供质押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获得了更多的

金融支持。 

    三是改进了受信定价体系，实现了客户价值和风险识别的统一，发展了长远的客户关系。 

    四是加强了客户服务，开辟了财富大课堂，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普及现代金融知识。 

    五是优化运营模式，以工厂化的手段，强化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 

    我向各位简要的分析一下2011年的财务表现。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推出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79亿 2000 万元，同比增幅103 亿 3900 万元，

增幅为58.81%，基本每股收益 1元零 5 分，同比增长了3 毛 9，增幅为 59.09%。 

    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均突破了两万亿大关，报告提及了资产总额为 22290 亿 640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4053 亿 2700 万元，增幅为 22.23%，负债总额为 20949 亿 5400 万元，比

上年末增加了3764 亿 7400 万元，增幅为21.91%。 



 

    本集团的盈利能力不断的提升，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达到了 23.89%，较上年末增长了 5.59

个百分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1.40%，较上年增加了0.31 个百分点，税前拨备平均股东回报率

达到了38.98%，较上年增加了9.34 个百分点，税前拨备平均资产回报率达到了2.25%，较上年增

加 0.50个百分点。 

    本集团实现净利息收入为648 亿 2100 万元，同比增长了 189 亿 4800 万元，增幅为41.31%，

比集净息差为3.142%和 3.14%，比上年提高了0.2 个百分点。净利差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加息因素、

业务结构的有效调整和资金业务的利差提高，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0 亿 1000 万元，

同比增加了68 亿 1200 万元，增幅为82.18%，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为18.37%，

较上年提高了3.21 个百分点。主要是理财业务、银行卡业务，顾问咨询服务业务和贸易金融等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幅较大。 

    本集团不断加强完善成本管理，持续的改善成本收入，不断的提升运营效率，报告期内，本

集团成本收入比为37.14%，比同比下降了3.76 个百分点，往均和人均净利润分别达到了4650 万

元和6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7.66%和 23.21%。 

    本集团客户存款为16447 亿 3800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2268 亿 6100 万元，增幅为16%，从结

构来看，公司存款占比为82.26%，个人存款占比为17.55%，其他存款占比为0.19%。从期限的结

构上看，活期存款占比为42.26%，定期存款占比为57.55%，其他存款占比为0.19%。 

    本集团贷款总额达到12052亿 210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476 亿 5000 万元。在资产总额当

中，占比达到了 54.07%，与上年末相比略有下降，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和业务结构的影响，从贷款

业务结构来看，由于商贷通、贷款业务的增加，报告期末个人贷款和贷款余额的占比比重极高，

达到了30.21%。 

    报告期内，本行不良贷款率为0.63%，较上年末降低了 0.0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357.29%，

较上年提高了86.84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2.23%，比上年提高了0.35 个百分点，抵御风险能

力进一步增强。 

    截止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提高了0.42个百分点，是 10.86 个百分点，核心

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下降了0.2 个百分点，是 7.87%。 

    2011 年受资本充足率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这方面业务正常发展，风险加权总资产额有所增

加，另外一方面，本集团通过净利润补充核心资本，发行一百亿次级债及利息贷款损失一般准备

补充不足资本等方式，提高了资本的规模，部分提交了风险资本，增加对资本的充足率的影响。 

    接着我向大家分享一下我行2012年的发展前景。 

    2012 年，民生银行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大改革和创新，

加强资源整合，深化特色，突破难点，夯实基础，提升管理，围绕特色银行、效益银行的发展目

标，确保二次腾飞的战略彻底实施。 

    具体采取以下措施： 

    稳健提高公司的价值，包括： 

    一，深化实施战略业务，积极有效的推动民营、小微、高端客户的三大战略，巩固并扩大战

略客户的基础。 

    二，全面提升小微金融服务，为小微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现代金融服务。 

    三，完善金融管家模式，为民营企业提供综合经营服务。 

    四，优化私人银行服务模式，拓展零售高端业务。 

    五，全面提升服务，促进中间业务更好的发展。 

    总之，民生银行将积极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全面推进三大战略更好更快的发展，进

一步深化民生银行的改革，全面提高精细化管理，努力完成本年各项经营工作业务，按照二次腾

飞的战略转型的具体部署，实际推进特色银行、效益银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我的报告完毕，

谢谢各位。 



 

     

    主持人 毛晓峰：谢谢赵行长的演讲。接下来我们提问。先请两位现场的提问，今天还有电话

在线上，再请远程电话的参会者提问。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每次不要超过两个问题，也请您发问

的时候，报上您代表公司和本人的姓名，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将会向你递上麦克风。现在请现场

的嘉宾提问。 

     

    毛军华：我是毛军华，非常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关

于商贷通的，在目前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态势当中，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或者是资产质量的风险

在加大，我们对于商贷通今年业务的发展计划是怎么样的呢？之前我们希望到 2012 年年底能够达

到 2500亿左右的余额，这个方面我们的计划有没有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房地产金融这方面，民生银行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出色的，但是目前来讲，

有一个房地产信托或者是房地产的结构化融资，这方面的管理层怎么样评估，未来两个季度房地

产信托或者是房地产融资的资产方面的风险，谢谢。 

     

    石杰：您的第一个问题，虽然面对贷款额度紧张和存款压力的持续，我行仍然会重点围绕民

企、小微和高端三大战略业务推进，以建设特色银行、效益银行为发展目标。面临额度紧张和一

定的存款增长压力，但是我们行将仍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将

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小微企业，我们的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第二个问题，您关心的有关结构性信托房地产产品的有关情况，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目前

民生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发行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占民生银行理财产品的比例，仅仅占到2.95%，

金额为40 亿元，到期的时间主要是2012 年下半年和2013 年的上半年，目前项目均运行正常，本

息兑付正常。 

    民生银行在其中不承担资金风险，也不提供担保或者是隐性担保，我的回答完毕，谢谢。 

     

    国泰君安李伟：谢谢管理层，我是国泰君安的李伟，我想问一下贷款增速只有 14 个百分点，

但是风险资产增长了 25%，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资产导致的？是否是可控的调整？另外，未来风

险资产的增速能否控制在15 个百分点？还有就是分红比例，今年是创新高，我们关注2008-2010

年三年是低于20 个百分点，但是今年是接近了20个百分点，请问这是否是一次性，未来能否保

持在20%左右的水平？谢谢。 

     

    张昌林：非常好，2011 年整个银行业受贷款额度和存贷比的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增长速度是

保持在中度和偏慢的速度。经济的需求是强大的，所以说我们在满足企业的贷款方面，企业融资

需求也很广，我们提供表外融资，包括信用证、保函、理财等各种方式满足企业的需求，这方面

也带来了我们中间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这里面结构的变化，表内和表外总体来说，这里面有一

个此消彼涨的关系，如果表内的风险资产加大了，表外这块就会小一些。总体来说，我们对资本

的使用，在年度的资本额度内做安排，表内的会少一点，表外会适当多投一点，这样也可以极大

的提高我们资本的使用效率。谢谢。 

     

    白丹：我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商业银行利润分配不仅仅是考虑银行自身的发展，还要关

注我们股东的利益和满足监管政策的要求。今年我们董事会建议2012年进行中期的利润分配，考

虑一个是要达到我们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在未来实施每年两次分红，并保持分

红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12 年中期分配的方案。2012 年

中期利润分配的现金比例不低于本公司，2012年上半年净利润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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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晓峰：分红这个我稍微再补充一句，白总讲的是我们公告里面的一段话，这里面主要是想

向资本市场表达两个意思。民生银行现在的分红政策可能还是逐渐的倾向于定量的给大家增现金，

我们现在有承诺，在保证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尽量一年两次现金分红。前几年的分红政策，从

去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的向这方面在走，今年的董事会特意在今年的分红公告里面讲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想给资本市场一个信息，就是后期的分红政策，这个趋势已经定下来了。 

     

    主持人 毛晓峰：我们有请电话线上的嘉宾来提问。首先有请瑞银证券励雅敏女士。 

     

    瑞银证券励雅敏：民生银行的管理层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一个提问的机会。我想问一个关

于贷款收益率的问题。去年大家知道是一个升息的周期，而且是供不应求，我们知道贷款的整个

策略也是向议价能力更高的客户这块转移。2012 年整个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不再

是一个加息的周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降息，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的需求也不是特别的旺盛，所

以我想了解一下公司的管理层在2012年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将采取如何的一些策略，来使得整个

的贷款的收益率会大体保持一个平稳，也请管理层能够预期一下整个全年的贷款收益率的情况，

如果是按季度的话，整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张昌林：谢谢您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关心的问题。 

    首先，从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整个的市场贷款利率的需求有非常明显下降的趋势。 

    第二，整个贷款收益率的变化会取决于供求以外，还会跟业务结构的变化有关系。从民生银

行的角度来看，我们2012 年整个贷款客户结构的优化会进一步的持续，小微贷款所占的比重还会

继续的上升。2009 年投放的一些中长期的贷款今年到期的比较多，今年到期的中长期贷款差不多

有 900 多个亿，我们的收益率会受到影响，总体来说我们有信心 2012 年贷款的收益率可以保持

2011年的水平。谢谢。 

     

    主持人 毛晓峰：我们请电话提问的第二位是中信证券的陈挺。 

     

    中信证券陈挺：我想问一个有关于资产质量的问题，咱们公司的小微贷款做的比较多，从昨

天的报道上来说，温州地区的不良率出现了急剧的上升，我想请管理层介绍一下，2012年以来，

咱们小微贷款在哪些地区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本方面的，前一段时间，民生银行在港股有一个配售的过程，我们想了

解一下在A 股的可转债上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石杰：你所关心的小微企业的资产质量的问题，目前针对温州的情况来讲，当前江浙暴露出

来的一些情况明显一些，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的风险控制措施，来确保小微企业贷款的质量的总

体安全。 

    第一，建立了快速的信息报告制度。 

    第二，针对江浙地区的跑路现象，资产质量的情况，针对有问题的贷款，我们逐笔的制订了

具体的措施，做到快速处理，有保有压。 

    第三，我们组织了专门的团队，在前期检查的基础上，目前必须加大对热点地区和重点行业

的全面排查工作。 

    第四，我们总行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行业的特点，风险爆发的情况，下发风险管理提示，

适当的调整部分产品的准入标准。但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拿整个江浙的平均情况来看，我

们行的情况是最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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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毛晓峰：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A 股再融资的情况，你说一下。 

     

    何力：关于A 股可转债的有关情况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我们根据董事会的决议，报送了

相关的情况，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陆陆续续的反馈根据证监会意见的有关材料，目前很多都是在

等待进行审批，谢谢。 

     

    巴克莱银行代表：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融资平台，最近银监会也有一些新的管理要

求，融资平台哪些是可以继续支持的，哪些是维持，哪些是减少的？能不能谈一下我们行大概的

比例，哪些是继续支持，哪些是压缩？您刚才谈到了去年有几百亿到期了，那些中长期贷款大概

是什么情况呢？融资平台有没有不良的增加？ 

    第二个问题，因为去年到今年有一些新的监管的要求，对于手续费的征收，特别是小企业的

征收，是不是有一些方面是不允许征收了。我看四季度有一些环比的下降，去年总体全年增长非

常好，有 80%多的增长，今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合理水平呢？新的管理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影

响呢？谢谢。 

     

    石杰：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您刚才的问题是最近银监会发了十二号文件，十二号文件就是

关于银行贷款的风险监管有关政策。其中这个政策文本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思想，指导思想，

就是关于融资平台风险监管工作是政策不变，深化改革，审慎推出，重在专线？。实际上他讲的

支持类压缩类的贷款，跟以前的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要进行重新的认定，这个认

定工作要在今年的五月之前完成，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做。您所讲的几大平台，基本上都是

属于支持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截止 2011年末，我们行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余额是1567.95 亿元，较2010年末，

我们减少了 404.45 亿元，其中按照当时作为一般类的公司贷款，达到了 634.7 亿元。2012 年，

我们现在整个到期的融资平台贷款，大概占到 48%左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到期还款，逐笔的

核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第三点，截止2011 年底，我行融资平台贷款统计全部是正常的贷款，没有不良贷款余额。谢

谢。 

    关于手续费收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2011 年全行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增长比较快，这里

面主要的贡献一个是理财业务，一个是信用卡，还有是跟贸易融资相关的像信用证、保理等等这

些业务。这些增长占去年整个增长的70%左右。 

    你刚才关心到的小微业务，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监管部门发了一个文件，对小微企业，小微

客户不能收取财务顾问费、贷款承诺费等等这一类的收入，总体来说，这个政策给我们的整个中

间业务的收入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整个的小微业务在我们总的收入里面占的比重非

常低，整个占我们总额的不到2%，这部分没有太大的影响。 

    去年四季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四季度监管部门对理财业务进行了一个规范和清理，实际上

也通过四季度的规范以后，整个今年我们理财业务已经恢复了增长，所以预期今年理财业务的收

入还会继续保持比较好的增长。谢谢。 

     

    主持人 毛晓峰：再提两个问题，线上还有一个没有提完，我们就请线上回一个问题，再回到

现场提一两个问题。下面有请申银万国证券倪军。 

     

    申银万国证券倪军：各位管理层好，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很多民营企业

的贷款还有很多类似相关的咨询费或者是财务顾问费，跟我们贷款综合的收益有一定的关系，我

们看到去年下半年或者是四季度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银行中间业务中的咨询费和财务顾问费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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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也有所下降，我想请教各位管理层，对今年整个中间业务综合的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我们看到一二月份整个经济的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强劲，那小企业可能会受到的影响会相对比较大

一些。我不知道管理层对今年这一块整个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怎么看的呢？想请教一下各位管理

层。谢谢。 

     

    张昌林：谢谢您的问题，您关注了整个监管跟财务顾问相关的问题，确实是从今年以来，监

管对银行贷款相关的收费正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监管的要求进行自查。下一步，

还要按照监管的要求进行规范，规范进一步的发展，整体来说对我们的基本增长没有影响。我们

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特色的是我们主要的定位客户是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的客户给我们提供服

务的过程，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融资服务，更包括了财务顾问，上市融资，发债，以及提供

资源整合等服务，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在这个中间业务收入这一块的影响更小一些。 

    总体来说，2012 年整个的中间业务的增长仍然会保持比较好的速度，就是刚才我讲的，整个

2011年的增长在几个方面，其实财务顾问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总体来说，仍然会保持比较

好的增长。谢谢。 

     

    主持人 毛晓峰：现场最后一个问题，这边来一个问题，这位女士。 

     

    法国巴黎银行代表：谢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机会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法国巴黎银行的代表。

我们公司现在发了几百亿的金融债，给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来源。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比较大量的

资金进来，第一就是说信贷的审批当中，金融债融资的这部分小企业贷款还是同样风险管控的手

续，我们如果整个民营经济情况不稳定，我们是先让他们等一等，还是急着投放出去呢？这是第

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是有关商贷通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了管理层现在加大了一些可能有问题资产

的排查工作，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个风险管控点的前移，就是跟踪到前台去，也给投资经理

在他们的激励机制当中反映在未来资产质量的考核呢？谢谢。 

     

    石杰：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一点，我觉得我们无论是用自己的存款，给小微企业放款，

还是发金融债，给小微企业放款，我们的评审标准、评审流程和评审责任是不会变的。金融债来

了以后，我们会根据我们资产负债的相关规定、节奏，合理的发放这些贷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小微贷款的质量，我们觉得商贷通和小微金融服务2.0版本最大的亮点就

是强化了综合的风险感觉，而不是仅仅靠一个点，一个环节，去控制商贷通的风险。所以我们现

在对整个商贷通的小微企业的风险，大概是在四个方面全面的、系统的进行控制。 

    第一，始终坚持价格覆盖风险，批量化、规模化、专业化、专门化、效率优先这种综合开发

的核心理念，提高小微业务的发展，加强小微业务的风险管理，这是第一点。 

    第二，在小微客户的支持方向上，2012 年我们将继续大力推动商圈战略，优选消费性的行业

开展受信工作，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宏观层面。 

    第三，我们初步探索了民生银行独特的小微贷款的评审技术，通过交叉验证，充分利用第三

方数据进行查询，以及完善客户的平衡模型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升我们评审技术。 

    第四，也是核心的一点，也是民生银行在小微风险管理里面创新的一点，初步建立了全方位

的售后服务体系，成立专门的小微的售后服务机构，搭建了多渠道的售后服务平台，不断完善小

微企业的全方位售后服务，来控制这些风险。谢谢你的问题。 

     

    毛晓峰：我再稍微补充一点，我们大概今年的新增贷款的预计的一半以上还是要投到这里面

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实上贷款之外，还有大量的票据业务，也有一定的比例。现在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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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金融这一块，还出现了很多的撮合业务，就是我们作为委托贷款，我们作为撮合方，把第三方

的资金直接和小微企业打包，三块加起来比去年的量应该是能够基本上持平的。 

    第二，今年在这一块，一个是深化，一个是融合，一个是找新的增长点。深化这一块，主要

是由原来纯粹的资产业务，商贷通贷款，现在向全面的小微金融服务进军，这一块大概体现了几

个方面。我们贷款进去了以后，从去年开始，我给大家讲一个数，现在派生储蓄这一块，已经开

始见到效果了。去年民生银行，推了一个乐收银的项目，叫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商者乐收银，

乐收银的项目，光这一块去年大概出了11万台乐收银机器。民生银行去年做这个事情之前，在全

国的商户的收单量是微不足道的，去年我们已经排到了全中国商户收单量的第一名，这是所谓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 

    今年按照现在的计划，也得再出10 万台，而且去年是从 7 月份开始的，民生银行2009年全

行一年的所谓的单户结算量，就是我们的收单结算量，大概就是 300 亿左右，现在我们刚刚看到

的数据，三月份单月就超过500 亿的商户结算量，看来还是有效果的。这个趋势后面就是结算的

这一块。 

    第二块，因为现在我们有超级网银，有的贸易权以后？，其他的账户分别变成的主账户，这

个对吸收存款也是很大的帮助。 

    去年铺了10 万台，真正活跃用户不到30%，今年我们要把这个量提高。你要是不出，连活跃

度都没有，先把量提升上去，今年由原来纯粹的商户的固定电话收单向互联网收单，移动收单和

固定电话收单以及和第三方合作收单，这一块是希望今年做的。他们今年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计

划，今年可以拿到6000 亿的收单量，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再高一点，现在按照目前的状态，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事，第二个就是综合金融服务底线在哪儿呢？现在慢慢的在做，但是我们

还没有完全做到家，去年光商贷通客户给信用卡客户带来的，去年商贷通客户中间大概增加了 10

万户信用卡的高端的持卡人，就是光是这一块，为信用卡派生也是很高的，所以金融服务在这一

块。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除了分化以外，还是走专业化，刚才问题问的很好，就是

员工激励，我们前中后台专业化讲的很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最近在分行和支行在做试点，我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最近民生银行的事比较多，频繁的搞各种各样的论坛。我刚刚从上海过来，

我们最近刚刚带了一百多人在泉州做石头，包括玉，包括海产品，我们慢慢的以支行把整个的产

业链重新整合，这个支行很可能会打破中国传统的支行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福州三家分行，厦门、泉州和福州，这三家分行现在加起来一年也就是七八个亿

的利润，我泉州的石头一年就可赚个一二十个亿，专业化了以后，把全中国的石头从头到尾，好

像一个曲线，从石材、矿材一直到分销，整个的链条都在做，我们正在试。今年准备大概拿出十

个支行和十家分行，十家分行做综合2.0 版本的小微金融的试点，十家支行做专业化支行的试点，

在这个基础上，再配合我们的小微信贷系统和信贷工厂的上线，在全行把这个事情推一下，大概

我跟大家补充这一点。 

     

    主持人 毛晓峰：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今年还会持续的有一些跟

大家见面的机会，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到民生银行去，最近我们事业部分化，小微金融的提升，

产业链的开发，民生银行有一系列的举措，大家如果有机会，董事会办公室可以安排给大家详细

的介绍一下这分析的情况。 

删除的内容: （音同）

删除的内容: 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