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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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长董文标、副行长毛晓峰会见英国伦敦投资局总裁

乔麦克一行 
9 月 13 日，董事长董文标、副行长毛晓峰会见了英国伦敦投资局总裁乔麦克（Michael 

Charlton）先生一行。双方主要就中、英两国的金融经济形势和投资市场情况交换了看法，

并探讨了双方在 2012 伦敦奥运会前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乔麦克先生表示，愿意为我行及

我行客户赴英国投资提供咨询，并在相关资源和联络方面提供协助。董事长也欢迎伦敦投资

局参加我行举办的客户推介活动，通过双方的相互支持，为我行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来

访人员还包括伦敦投资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胡胜利先生和英国驻华使馆对英投资事务主管

魏斐然（Phil Wyithe）先生。 

2、金融市场部推广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取得成效 

2009 年，我行适时推出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进一步拓宽了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为全行零售业务提供了新的盈利增长点。截至今年 7 月末，通过我行开办贵金属交易的客户

已经达到数万名，日均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日均手续费收入 50 万元，开户量、交易

量呈加速发展状态。为了加深分行对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的理解，充分调动分行对贵金属延

期交易业务推动力度，抓住当前市场有利时机，增加中间业务收入，金融市场部面向全行主

管贵金属工作的负责人及业务人员举办了贵金属业务培训，陆续走访多家分行实地指导业务

开展，协助分行进行客户营销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 

3、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启动“中小企业平台再造——品牌

与市场营销调研项目” 

为详细分析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市场需求及客户满意度状况，打造具有我行特色的、能够

差异化满足不同类型中小客户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品牌体系及运营管理体系，近期，中小企业

金融事业部正式启动 “中小企业平台再造——品牌与市场营销调研项目”。作为“中小企业

业务平台及信贷流程再造”（我行流程银行建设风险管理重点项目之一）的重要子项目，调

研旨在提升我行中小企业业务的“四项核心竞争力”，并建立“两项作业机制”，由品牌调研、

客户满意度调研、内部运作与管理体系调研三大部分组成，分别对我行现有客户、市场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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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我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从业人员展开调研，并对我行现有中小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进

行诊断分析。调研将帮助调整我行中小企业的品牌战略，提升产品服务能力，改善内部流程

与销售管理，并为我行未来中小市场需求研究及客户满意度建设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4、我行多措并举提升客户风险统计信息报送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全行客户风险统计信息报送工作质量，切实发挥信息报送及应用在强化信

贷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8 月 27 日，资产监控部组织召开由各分行、事业部资产监控部门

和信息报送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参加的全行视频会议，在总结通报各经营机构今年 4-6 月信息

报送质量情况的基础上，对下一阶段信息报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充分认识信息报送

质量的重要性；二是明确落实信息报送工作责任，切实做好总行与分行、分行与事业部之间

的沟通协调；三是对重点机构和重点问题要集中排查、集中解决，力争短期内初步成效；四

是切实加强与当地银监局的沟通联系，不断提高信息报送效率和质量；五是进一步严格落实

考核问责，确保信息报送质量稳步提高。 

5、我行国债承销排名大幅提升 

2010 年上半年，金融市场部根据全年债券配置计划，缜密分析市场走势，在债券期限

和收益中寻求平衡，抓住时机大幅增加我行债券投资组合中国债配置规模。国债收益率作为

债券市场基准利率，信用风险极低，同时票息还享有免税优惠，综合收益好于其他债券。根

据财政部“关于公布记账式国债承销团 2010 年上半年、第二季度国债承销综合排名和 2010

年第二季度投标违规情况的通知”，在全部 60 家承销团成员中，我行今年上半年记账式附息

国债承销综合排名第 10 位，较 2009 年年度排名上升 13 位，前 10 名中除我行之外还包括中、

农、工、建、交五大行及 4 家券商机构；我行今年上半年记账式贴现国债承销综合排名第 2

位，较 2009 年年度排名上升 3 位。国债承销团成员综合排名的计算，考虑各记账式国债承

销团成员的承销量、投标准确度、分销量和现券交易量进行排名。 

6、我行推出超市供应商信用授信业务 

我行推出超市供应商信用授信业务，旨在培养一批从业经验丰富，供应渠道稳定，现金

流管理清晰的消费品供应商。希望分行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区域市场重点超市的业务合作，

帮助超市供应商做强做大，为百姓提供健康、绿色的消费品；加强与区域商委合作，实现对

目标客户自上而下的垂直搜索和批量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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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行冶金金融事业部发行国丰钢铁中期票据  

9 月 14 日，冶金金融事业部推荐由我行主承销的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期

10 亿元中期票据发行。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总额 30 亿元，全部发行后将为我行带来可观的中

间业务收入，同时将加深我行与战略客户的合作关系，扩大我行作为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

具主承销商在冶金行业的品牌影响力，对行业内企业客户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间接扩大了

我行授信总量，进一步带动差额回购、存款、结算等业务发展。 

8、2010 年全行合规风险管理自评工作已完成  

近日，法律合规部组织全行完成年度合规风险管理自评工作。与前两年相比，本次评价

有以下特色：一是本次自评主体广，包含了 29 家分行、10 个事业部，及其下属 1427 个机

构；二是评价内容深，既包含了各机构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更强调了业务操作中合规性要

求落实情况。本次评价反映出我行合规风险管理在以下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一是通过制定并

执行合规风险管理计划，合规风险管理方向性和计划性进一步增强，思路进一步明确；二是

通过风险提示和流程优化等方式，合规风险识别评估能力得到提高；三是各项业务操作的合

规性要求更加贴近业务特点和实际；四是通过合规检查与考核问责，监督评价机制得到进一

步强化；五是通过风险及问题整改，行内外交流沟通机制逐渐形成体系。同时，通过自评，

也反映我行合规风险管理在以下方面还有待改进：一是合规管理精细化程度有待加强，二是

部分业务操作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三是合规管理人员利用行内外管理资源的途径和能力仍

然有限。通过连续三年的自评与复核，合规风险管理评价已成为我行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的重

要抓手，为“二次腾飞”奠定了管理基础。 

 

二、荣誉奖项 

我行信息披露工作被评为优秀 

2010 年 5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启动考核工作，通过材料申报、初审、复核和考核小组

评议，最终得出考核结果。7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致函我行董事会并通报 2009-2010

年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我行在 873 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被评为优秀。上

海证券交易所勉励我行继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推动证券市场规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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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关注 

守护敦煌大型宣传募捐行动全国展开 
2010-09-13  《人民网》 

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正因修复和保护面临巨额资金缺

口而遭遇危机。  

   为了延续千年敦煌的生命，由中国民生银行发起，“中国民生银行与您共同关注人类艺

术流失—守护敦煌全国大型募捐活动”9 月 13 日正式启动，倡议各界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修

复弥补资金缺口。随后，大型“走进敦煌”艺术展将于 9 月 29 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隆重开幕。  

   “守护敦煌”活动是中国民生银行继捐助运营炎黄艺术馆、设立民生现代美术馆之后，在

公益艺术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创举，是该行以公益艺术为切入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又一次积

极尝试。  

   千年石窟的修复和保护面临巨额资金缺口  

    中国民生银行发起“守护敦煌”捐助活动  

   敦煌是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以其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和藏经文物

而名扬全球。虽然历经千年沧桑，敦煌莫高窟至今仍保存洞窟 492 个，珍存壁画 45000 多平

方米，彩塑 2400 余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宝库。  

   但如今，这个艺术宝库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周边环境恶化，风沙一年比一年大；沙

尘侵蚀洞窟，窟顶一年比一年薄；病害蚀毁壁画，壁画变色、起甲甚至脱落……如不及时保

护和进行修复，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失去这些珍贵的文物。  

   加强保护迫在眉睫，但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敦煌莫高窟，这一中华民族引以

为自豪的文化遗产面临着保护的困境。如今，自然环境的恶化更是威胁着敦煌莫高窟的生存，

这一现状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9 年 10 月 16 日，温家宝总理在甘肃考察

时候强调：“要拯救敦煌，决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近年来，中国民生银行以公益艺术为切入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认同。敦煌莫高窟的困境和温总理的讲话引起了中国民生银行的高度关注和重

视，该行董事长董文标心情沉重的表示：人类艺术流失让我心痛！该行行长洪崎则明确表示：

守护敦煌是我们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董文标和洪崎的关注和指导下，中国民生银

行开始思考如何引导全社会关注敦煌困境、资助敦煌修护，为守护敦煌发挥更大的作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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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方沟通和反复酝酿，由中国民生银行发起“守护敦煌”募捐活动的思路开始成形。  

   为了延续古老敦煌的生命，更为了延续我们民族和文化的生命，9 月 13 日，由中国民生

银行发起，联合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与您共同关注人类艺

术流失—守护敦煌全国大型募捐活动”正式启动。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指出，中国民生银

行发起“与您共同守护艺术敦煌”活动，通过与大家一起保护敦煌、关注敦煌，跨越前年与敦

煌对话，让祖先的梦想再续千年的同时，让我们点燃文化热情、启动文化思潮、完成一次心

的精神觉悟。  

   据介绍，本次募捐活动的目标是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修复弥补资金缺口，企业或个人也

可定向认捐其中的 20 个洞窟，获得由敦煌研究院颁发的保护敦煌荣誉证书。活动所募集到

的善款将汇入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账户，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定向支持敦煌研究院开

展石窟的保护与修复。  

   “走进敦煌”将展示石窟艺术和精美文物  

   百年私家影像揭秘敦煌保护者的传奇故事  

   敦煌在中国，但它的声名却远播世界。敦煌石窟屹立在大漠深处，遗留下大量精美绝伦

的艺术品，成为世界上连续营造时间最长、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艺术宝库。敦

煌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是欧亚各民族交流融会之所，

敦煌莫高窟里蕴藏的文化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最好明证。  

   由中国民生银行发起，联合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的“走

进敦煌艺术展暨专题系列讲座”将于 9 月 29 日在炎黄艺术馆拉开帷幕，满足您上面的这些期

待。届时，将向世人展示敦煌石窟艺术和珍贵文物，包括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类、尊像类、

经变类、社会生活类、供养人类、图案类，另外还将展示敦煌莫高窟石窟保护历程及保护案

例图片、病害样本（图片）等。 

 此次展出首度揭秘数代敦煌人历经百年，保护敦煌艺术的传奇故事，通过顶级艺术品，

揭示敦煌奇特的艺术之谜，同时将披露关于敦煌保护者与敦煌艺术的上百张私家影像，这些

影象大部分为首度披露，十分珍贵。现场还将设有多种互动环节，以加深观众对世界顶级艺

术品的理解与认识。展出期间，主办方将举办以敦煌石窟保护、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建筑、

敦煌舞蹈、敦煌宗教、敦煌文献、敦煌雕塑、敦煌历史等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届时，市民可

以免费进馆参观和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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