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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1、我行协助义煤集团成功发行中期票据 

我行作为义马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主承销商，顺利协助其完成 14 亿元中期票

据注册工作，并于 5 月 6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5 年期 10 亿元首期中期票据，为我

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1600 多万元。义煤集团对我行服务高度认可。 

2、我行运用主动型负债工具管理流动性 

根据监管机构要求，我行今年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点是逐步降低存贷比、改善中长期存

贷比例和核心负债依存度。我行积极运用主动型负债工具补充不同期限的资金来源，有效降

低流动性风险。通过主动型负债工具的运用，改善了我行主要流动性风险指标，降低存贷比

超过 2 个百分点，核心负债依存度达到了 60%的监管要求，同时大大降低了中长期资产负

债的错配风险。 

3、我行外汇交易业务在创新中高速发展 

截至 4 月末，我行外汇交易业务保持高速发展，已完成全年经营任务的 53%，实现了

产品创新和盈利水平的双重飞跃。其中，以掉期套利业务为主打的创新型产品超越传统业务，

创利占比超过外汇交易总体业务盈利的一半以上。同时，传统业务也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结

售汇做市商业务规模比 2009 年增长 80%，综合市场排名提高了九位，1 月份创出全市场第

六名的我行历史 好成绩。远期结售汇交易规模依旧保持全市场第一。新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平台即将推出，将极大提高我行远期报价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控制水平，更好服务于分行、事

业部业务拓展，成为我行外汇业务的支柱产品。 

4、我行积极开展对公信贷资产风险分类专项检查 

为全面掌握我行信贷资产质量现状，深入了解 2009 年以来信贷资产风险十级分类制度

执行情况，客观评价和真实反映我行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和风险偏离程度，资产监控部近

期组织开展了全行对公信贷资产风险分类专项检查。检查抽取 10 个分行和 6 个事业部总部。

采取现场检查方式，以评级在“正常”类和“关注”类的贷款为检查重点，抽样样本是产能

过剩行业贷款客户、房地产开发贷款客户、中小企业贷款客户以及“正常二类”贷款客户。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工作组织与管理、信贷资产风险分类频率及覆盖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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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分类材料质量和分类结果偏离度。从检查总体情况分析，2009 年以来各经营机构落实和

执行信贷资产风险十级分类制度情况良好。对发现的一些问题，检查组及时反馈相关经营机

构，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5、我行将全面开展“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  

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指导方案>通知》的

要求，切实解决各机构在内控和案防工作中存在的政策传导不及时、执行力贯彻措施不具体、

规章制度不完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等突出问题，提升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案防意识、

责任意识，为实现“特色银行”、“效益银行”战略目标和“二次腾飞”奠定良好的内控环境

和合规氛围，我行定于 2010 年 5 月-12 月组织开展“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 

6、我行 EPOS 银联支付系统在长沙分行上线 

在总行 EPOS 银联支付系统项目小组和长沙分行的共同努力下，EPOS 银联支付系统在

长沙分行正式投放，标志着我行商贷通支付结算工具正式启用，长沙分行也成为首家在新核

心系统上成功部署 EPOS 系统的分行。基于新核心系统的 EPOS 银联支付产品，是商户通过

电话拨号方式，实现银行卡收款或付款的金融工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系统安全性高，且

与我行新核心系统安保平台直接相连，无论是数据传输还是机具本身的自我保护机制都有较

大提升；二是操作便捷，操作界面清晰；三是功能独特，该系统不仅具有普通刷卡收费功能，

且具有目前同业没有开发的跨行付款功能，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实时或隔日到账，具有极

强的市场竞争力。 

7、董事长董文标带领班子成员与全行员工在线交流 

6 月 13 日，党委书记、董事长董文标，党委副书记、行长洪崎，监事会主席乔志敏、

纪委书记吴透红、副行长梁玉堂、副行长毛晓峰通过我行 OA 系统网络专栏——“我与行领

导有话说”，与全行员工在线交谈，释疑答惑。由行领导班子与全行员工进行面对面网上交

流，在我行尚属首次。此次两个小时的在线交流，在线员工人数达到 5900 多人 ，员工共计

留言 831 条 。 

8、我行贸易金融事业部签订首笔战略民企主办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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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贸易金融事业部在京举办了与某战略民营企业公司签订主办行协议签约仪式，这

是贸易金融部签订的首笔战略民企主办行协议。双方就企业的发展、与民生银行的合作及未

来发展战略进行了探讨，明确了将民生银行作为企业主办银行，签订了总额为 10 亿元人民

币的战略合作协议。根据企业需求和未来经营计划，贸易金融部为企业设计了一揽子金融服

务方案，包括贸易项下融资额度、境内外兼并收购用款方案和未来上市过程的金融服务咨询

等。 

9、我行推出 U 宝系列网银专属理财产品 

近期，我行推出民生 U 宝系列网上银行专属理财产品，客户在享受网上银行购买理财

产品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的同时，还能获得相比柜台同期同类型产品更高的收益。民生 U

宝系列首款网银专属理财产品有 14 天、1 个月和 3 个月三款产品，客户只需拥有民生银行

借记卡、开通个人网银，即可登陆个人网银点击“理财产品服务”在线购买。网银专属理财

产品的推出开启了我行网上理财业务发展的新阶段。 

10、民生-汇付基金销售项目正式推广运营 

5 月 31 日，汇付天下“天天盈”基金销售支付平台正式上线运营，国内 大的基金管

理公司华夏基金公司率先牵手汇付天下，正式在其网站推出“第三方支付”服务。“天天盈”

基金销售支付平台可支持民生、工行、招商、兴业、浦发、光大共 6 家银行的持卡人通过该

平台完成在线开户、在线基金交易、在线账户管理，并可享受到 低 4 折的申购费率。该业

务的正式运营对我行在吸收存款、提高网上银行交易量、增加网银客户数和中间业务收入等

多方面起到带动作用。我们将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共同合作，深度挖掘客户潜力，吸引更多基

金投资者使用我行银行卡。 

11、我行新资本协议项目组设计完成公司客户评级模型框架

体系 

近期，新资本协议实施项目组借鉴国内同业先进经验在充分调研后，设计完成了我行公

司客户评级模型框架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定采用“打分卡”方法进行公司

客户评级。打分卡将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价有机结合，定量分析指标包括规模、偿债能力、杠

杆比率、流动性、盈利性、运营能力及发展能力等七个方面；定性评价指标包括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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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经营状况、信用状况及融资能力等五个方面。二是对客户评级打分卡进行科学归

类，实现了对我行公司客户的评级全覆盖。公司客户评级打分卡根据客户风险特征与信息获

取的差异性分为一般公司客户、新建企业、事业类单位、政府信用类企业等四大类共 20 张。

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建设是我行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中之重，该评级模型框架体系的确定为我

行内部评级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实现我行所有公司客户评级的全覆盖奠定了基础。科学

的评级体系也将为我行公司客户信用分析、授信审批、贷款定价、贷后管理、经济资本分配

与考核等提供有效支持。 

 

 

二、荣誉奖项 

1、我行获英国《金融时报》最佳贸易金融银行奖 

5 月 20 日，由世界著名财经媒体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2010 年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银行业成就奖颁奖典礼”在青岛举行，我行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荣获“ 佳贸易

金融银行奖”。“2010 年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银行业成就奖” 由 2 个综合奖、8 个单项奖

和 1 个特别奖组成，此奖项受到中国国内众多商业银行高度关注，是金融服务业一项世界级

评选项目。 

2、人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报送数据中我行总体质量较

高 

近期，人民银行公布了 2009 年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报送情况。综合

此份通报中 2009 年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报送的各项指标，我行报送质量较

高：我行大额交易按时报送率为 90.24%，大大高于报送机构平均 73.02%的结果；2009 年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纠错现象较为突出，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纠错报告逾 105 万

份，但我行全年仅纠错可疑交易报告 2 份，在我行可疑交易报告量的占比不足十万分之一，

远低于报送机构平均 2.48%的结果；我行全年未发起删除大额交易；我行的大额交易补正完

成率和可疑报告补正完成率也大大高于各金融机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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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关注 

中国民生银行推出小微金融服务专线 
2010-06-29  和讯网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社会关注的问

题，其中又以小微型企业融资渠道匮乏为 。小微企业在繁荣城乡经济，解决新增就业，方

便百姓生活等诸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民生银行成立近 15 年以来，一直坚持“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经营宗旨，始终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树立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崭新商业银行形象。伴随

我国金融业的日益开放，各银行间的竞争日趋同质化，为谋求长足发展，中国民生银行审时

度势，在业界明确提出做“民营企业的银行、小微企业的银行和高端客户的银行”新型战略定

位，并力争通过 3—5 年的时间，把民生银行办成 具特色的银行、 好效益的银行。为顺

利实现战略目标，2009 年年初，中国民生银行首先在小微金融领域发力，推出面向小微企

业、工商个体户、私营业主的全新金融服务品牌——商贷通。 

商贷通是为小微企业提供以贷款支持为核心的一系列金融解决方案。自“商贷通”面世以

来，以其创新的产品设计理念，先后推出 11 种抵押担保方式，解决了小微企业自身实力不

足的突出矛盾；针对其“短、小、频、急”的业务需求特征，全面进行“行内、行外两个资源

的整合”，以满足客户效率为先导，进行流程优化，倍受市场青睐；以“大数法则”、“收益覆

盖风险”为原则，坚持“规划先行、批量营销、标准操作”，逐步破除了对“抵押物”和“报表”

的两个崇拜，在许多业务领域进行了全新的商业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截止目前，“商贷

通”累计投放贷款 1400 亿，业务规模超过 800 亿，累计发展小微企业 6.5 万家，直接使 30

万从业人员受益，间接为社会提供了 10 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 

为使更多的小微企业受益于“商贷通”，中国民生银行再次对小微企业服务渠道进行专业

化整合，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陆家嘴民生银行新大楼举办小微金融服务专线

4008695568 开通仪式，监管部门领导、银行主要负责人、新闻单位和小微客户代表等近百

名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小微金融服务专线的开通，标志着中国民生银行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再上一个新台

阶。在开通仪式上，民生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任海龙先生介绍了 4008695568 专线的两大

突出亮点。一是国内首推。任总介绍，现阶段，小微客户对银行产品与服务情况了解甚少，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016.s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msyh/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663.shtml
http://bank.hexun.com/dzyh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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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袭“生意有需求，一切好商量”新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服务功能，通过架设空中服

务专线，大大缩短客户空间距离。其专线内容包括贷款咨询、受理预约、账户查询等多项服

务；二是功能强大。4008695568 专线服务以小微企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在提供融资咨询的

基础上，将公司结算、个人支付、家庭理财以及信用卡产品进行全面整合，在众多的电话银

行服务中体现出“一站式”接待的新体验、新感受，从而大大减少了客户交易等候时间。 

据悉，民生银行在深化小微金融服务方面将有更多举措，目前具有民生银行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小微金融科技系统已进入测试阶段，与之相配的全新小微企业网上银行也将呼之欲

出。“让更多的小微企业早日享受现代金融服务”是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先生的殷切期

望。未来民生银行仍将持续开拓创新，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友好和个性化的服务，朝着特色

银行、效益银行之路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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