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资 者 
 

 

总第 87 期 

 

2008 年 10 月 8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Ltd 

地    址： 北京市友谊宾馆嘉宾楼 87706 

邮政编码： 100031 

电    话： 86-10-68467286 

传   真： 86-10-68466796 

网    址： http://www.cmbc.com.cn 

E-MAIL:   cmbc@cmbc.com.cn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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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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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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1、我行将率先推出纸白银业务 

经过近一年的产品研发和行内交易测试，金融市场部将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纸

白银业务，这将是国内同业第一个纸白银产品，将为国内贵金属投资市场新添一个重要的交

易品种。此前，我行已推出了纸黄金产品，成为继中行、工行、建行之后第四家开展纸黄金

业务的商业银行。纸白银即账户白银，投资者的买卖交易记录只在个人预先开立的“白银存

折账户”上体现,而不涉及实物提取。盈利模式即通过低买高卖，获取差价利润。相对实物，

其交易更为方便快捷，交易成本也相对较低，适合专业投资者进行中短线操作。此次推出的

纸白银产品起始交易单位和 小交易单位均为 1000 克，以目前白银市场行情看，投资者只

需要 3000 元左右就可参与纸白银交易。从国际市场看，白银的波动性要强于黄金。对于账

户金银这样适合中短线操作的投资产品，更强的波动性意味着更多的操作机会和更多的获利

可能性。此次民生银行在全国首推纸白银产品，是希望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渠道，特别是在目

前贵金属市场短期出现调整，而中长期继续看好的时候，能沟通过纸白银交易为投资者提供

更多的收益机会。账户金银产品推出后，我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形成两层构架，即年初推出

的“中国民生”实物金条产品和目前的账户产品，分别满足了保值储藏、长期持有，以及有

一定专业知识、中短线操作的投资需求。 

2、我行基金代销量跃居同业第一 

今年，我行启动“非凡财富·基金超市”以来，基金代销平台基本建设和升级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新引进基金公司 25 家，引进代销基金 240 多只，其中包括 36 只新发基金，均

创造同业新记录，合作基金公司达 49 家，代销基金数量从年初的 86 只发展到现在的 344

只，我行“基金超市”后来居上，代销基金数量已居国内同业第一。基金系统及业务支持能

力明显改善，开通了基金代销系统数据传输专线，提高了基金管理台的清算速度；在全行推

广使用“基金风向标”系统，推进基金外网及基金网银系统的优化和提升；先后制定了《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理销售业务操作规程》、《个人基金专户理财业务管理办法》，重新修订了

《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管理办法》；为各分行配置了 WIND 资讯，加强对分支行基金销售的

资讯支持；甄选了 32 家基金管理公司的 100 只优质基金参加促销活动。在产品引进、系统

开发、产品包装、渠道建设、客户服务等方面均处于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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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行数据仓库建设和应用已具备一定规模 

经过几年的建设，由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建设的我行企业级数据仓库系统逐渐发展成熟，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数据仓库建设思路，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仓库实施和应用经验，发展

状况在国内银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我行企业级数据仓库系统整合了 30 多个源系统数据，目

前，基于数据仓库的各类基础应用功能模块近 400 个，全行约 3000 用户每月登陆使用数据

仓库近 3 万次，2008 年全行总用户数量同期增幅达 400%，分行使用数据仓库系统的用户数

已达 2500 个，集中开发了 280 项近 2200 种各类数据报表，向人民银行、银监会、外管局、

证监会等 12 个部门对外报送的数据模块已达 38 个。数据仓库已具备一定规模，极大提高了

全行管理效率。 

4、我行利用特色产品成为重点客户外汇业务主办行 

日前，贸易金融部充分利用我行船舶融资的产品服务，依靠事业部的体制优势，在短短

20 天内通过专业的服务水平和高效的业务审批效率打动我行战略客户广东省金属回收公

司，成功获批 5944 万美元船舶融资授信额度。广东省金属回收公司系广东省大型国有企业，

我国 20 强流通企业之一，目前是广东省物资集团内唯一一家代理船舶出口的企业。该额度

的获批，使我行成功获得该公司代理的两条船舶共计 3715 万美元融资保函业务，并成功取

代中行、工行等与其合作近 10 年的大型国有银行，一跃成为其外汇业务的主办行。船舶融

资业务是今年贸易金融部重点规划产品。上半年，船舶融资业务项目共获批授信 7.5 亿美元，

比去年同比增长 18.45%。新开出保函金额 2.3 亿美元，直开金额 1.7 亿美元，直开金额相比

2007 年同期增长 15%，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1516 万元人民币。 

5、民生金融租赁进军“供应商租赁”业务 

民生金融租赁不断加大业务创新力度，积极探索包括“供应商租赁”等在内的多种业务

模式，有效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率水平。8 月中旬，租赁公司一行赴上海进行实地调研，考

察“供应商租赁”的可行性及目前的市场接受程度。其间，公司代表走访了法兴租赁、德益

齐租赁、拉赫兰顿租赁等多家外资租赁公司，分别就“供应商租赁”模式的市场情况及业务

操作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与外资租赁公司的交流，民生金融租赁对开展“供应商租赁”业

务模式的市场前景和盈利水平有了全面了解，并在具体操作要求、主要风险分布及租后管理

等方面汲取了宝贵经验，为公司全面推广“供应商租赁”奠定了基础。目前，公司该项业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Ltd 
 

                                                                                
地   址：北京市友谊宾馆嘉宾楼 87706 

电   话： 86-10-68946790 

网   址： www.cmbc.com.cn 
 

4

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与陕鼓集团等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下半年

将与电力设备、冶金设备、ATM 机、盾构机设备等多个领域的重点设备制造厂家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 

 
二、荣誉奖项 

1、民生银行获新浪“金麒麟”银行业最佳业务创新奖 

9 月 23 日，在由新浪网主办的“新浪金麒麟论坛·中国金融新时代”颁奖典礼上评出了中

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各个奖项，民生银行获得银行业 佳业务创新奖。2008 年民生银行变革

商业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推出全面的财富管理业务，实现传统零售业务的全面升级。依托

强大的科技运营平台和完善的产品研发供应体系，倾心打造理财、基金、证券、保险、期货、

支付结算等六大系列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实现新的差异化客户管理模式；以

标准化销售和团队管理，优化关键服务流程，整合销售与服务；通过网点改造为客户提供良

好的服务体验，全力塑建中国金融新时代财富管理领域标杆，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好

评。 

        此次新浪“金麒麟”奖金融服务企业评选采取网上投票及书面问卷评议两种方式进行，

充分反应了普通投资者、媒体和专家两方面意见。网民通过网络对参评企业进行投票；地方

媒体、金融企业及专家顾问团通过新浪财经邮递的书面问卷方式进行评选。综合评分排名前

20 名的，进入专家顾问团评审环节，同时，为了充分保障评选的公开公正性，各入选公司

后得分由网民打分 40%+评审团打分 30%(媒体 20%+自评 10%)+专家顾问团 30%构成。 

2、民生银行获 2008 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中国最
佳零售（财富管理）银行”奖 

9 月 19 日，中国民生银行在 2008 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暨第五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聚

宝盆”颁奖典礼上荣获“中国 佳零售（财富管理）银行”奖。2008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聚宝盆”

奖是《理财周报》联合 2008 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组委会共同发起的评选活动，旨在表彰

为我国私人理财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机构。本次评选主要针对各大金融服务机构设立 佳零

售银行、私人银行、私募基金、金融创新以及理财产品等 7 个系列的奖项，以金融创新和实

际收益率为导向，从不同层面检验中国财富管理进程。民生银行 2008 年以财富管理开启零

售业务新局面，以“非凡专业团队”、“非凡专属产品”和“非凡专享服务”为广大客户打造“非

凡财富”，赢得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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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生银行个人网银 U 宝产品获两项大奖 
近日，由中国权威媒体证券时报主办的第九届“中国优秀财经证券网站”评选活动中，

我行个人网上银行 U 宝产品凭借在创新、安全方面的出色表现，荣获“2008 年度金融机构

十大 IT 创新案例”及“ 佳安全性能奖”两项大奖。此次评选包括券商、银行、基金、保

险、信托、期货等六大类，500 多家金融机构。自今年 4 月推出以来，我行 U 宝客户数快速

增长，有效促进了个人网银业务发展，2008 年上半年新增个人网银客户超 50 万户，是去年

同期新增的 2.9 倍，进一步证实良好的产品对推动业务发展的重要性。 

 
三、媒体关注 

突破传统制约 发展机遇无限 

《金融时报》2008 年 9 月 27 日 谢利   

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在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大楼，记者再次见到行长王浵世时，还是他一

贯谦和、内敛的笑容以及儒雅的行事做派。寒暄间记者提到关于他“年内退休”的传言，王

浵世笑道：“ 近好像传言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谁在替我想我自己还没有想过的事情。” 

“不过，传言总是止于智者。”谈笑间，王浵世将话题自然转到了他目前所关心的民生

银行正在进行中的公司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并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先手”优势 

跳出传统经营模式的制约 

记者：民生银行中报披露，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114％，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您认为

与公司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是否有必然联系？ 

王浵世：民生银行上半年取得这么好的业绩，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期。应该说，当

前诸多因素造成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相比前几年而言要困难，但从上半年的业绩方面判断，民

生银行所受到的影响似乎并不突出。我想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资产规模不

断增长，现在已经突破万亿元；另一方面加快了企业的经营转型和结构调整，特别是中间业

务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上半年民生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是 11.06%，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68%。这些都与事业部制改革有很大的直接或间接关系。 

事业部制的运作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现象对银行业造成的

冲击。首先，事业部制讲究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化解了不必要的内耗。近半年来自 8 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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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的反馈信息也表明，事业部的议价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从我们的半年报的统计数据中也

不难发现，事业部的贷款利率高于全行公司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上浮的比率也比较高。这对

于公司的盈利贡献很大。第二方面，事业部的设置是以客户为中心，客户经理依靠的是全行

的资源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不单单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来吸引和留住客户，这就有

效缓解了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去年年底，我曾经表示过，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在

保证资产业务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一要积极推进负债业务的发展，二要提高中间业务的比重，

三要通过交叉销售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应该说，民生银行的事业部改革是实现上

述目标的有效途径。 

记者：作为一个有丰富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您如何看待及评价银行的事业部制改

革？ 

王浵世：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改革其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

于一直处于比较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国内商业银行而言，事业部改革制应该是一个必经的阶

段。民生银行一向以公司业务见长，公司业务所占比例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

果民生银行不主动进行事业部制的改革，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

事业部制的改革，又会给予民生银行零售业务的改革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为支行已

被定位于零售业务的窗口。 

就我个人来看，国内商业银行谁先顺利完成事业部制改革，谁就会突破传统的经营模式，

拓宽盈利空间，从而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占据“先手”、掌握主动。当然，改革过程中很多

东西还需要不断完善，比如进一步理清事业部与分行之间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利益

分配、基于事业部制改革企业整体考核与激励机制的改变、中后台职能部门对事业部的支持

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等等，我相信，改革完成后民生银行一定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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