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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1、金融市场部将推出国内首只股权投资产品 

金融市场部与诺亚财富、中融信托合作将于近期在国内市场推出国内首只 FOF 类型股

权投资产品，该产品将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的方式募集资金，募集到的资金将投资于国内知名

的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分享私募股权投资带来的高收益。我行拟推出的 FOF 类型股权

投资基金相对传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主要有：一是降低投资风险。FOF 实际上是帮

助投资者一次买“一篮子基金”，通过对基金的组合投资以及专家的二次精选，有效分散投

资风险；二是提高综合收益。FOF 产品的投资范围基本涵盖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知名的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些基金都具有多年股权投资运作经验以及较高的声誉和投资业绩，通过

投资这些基金，可以分享其专业投资带来的高收益，提高投资综合收益；三是降低投资门槛。

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参与者通常都是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市场进入门槛较高,

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可以让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普通投资者分享到股权投资市场的

高收益。该产品丰富了我行现有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更多财富增值渠道，同时也为部门提供

了新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点；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参与探索中国式私募股权基金模式，进一

步促进了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 FOF 产品收益的相对稳定。近年来，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吸引了全球私募股权基金不断涌入，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活跃的私募股权

投资市场。 

2、我行企业年金业务运作实现零的突破 

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准备，最近，我行企业年金业务运作在南京分行获得零的突破。南

京分行深入分析当地企业年金客户的分布状况，抓住金融同业客户的需求，在同业合作的基

础上，与太平养老公司合作开展了“2+2”企业年金合作，成功营销江苏省溧阳市、靖江市

农信社、江苏省高邮市、建湖市农信社等 4 家年金客户，我行担任以上 4 家企业的账户管理

人和托管人。江苏溧阳信用合作联社企业年金计划已于近期成功完成，首期缴费

18,631,510.62 元顺利到账。这是我行获得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人和账户管理人资格以来，首

笔到账的企业年金基金资金，表明我行与太平养老公司的企业年金“2+2”业务模式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也标志我行企业年金业务进入了实质性运作阶段。 

3、我行私人银行部隆重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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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我行私人银行业务开业仪式在总行大厦举行，董事长董文标、行经营班子、

各部门负责人及在京主要新闻媒体代表出席了开业仪式。新推出的私人银行业务将为中国富

裕阶层带来全球顶级金融服务，为金融资产超过 1000 万元的客户提供个人、家族及旗下企

业的整合金融、非金融管理方案，提供高级别私人银行服务。我行是国内银行中第一家以事

业部制形式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常务副行长洪崎在开业仪式上作了重要发言，指出民

生银行私人银行的开业是事业部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银行业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

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事业部的全新体制也将有助于私人银行以国际化视野，学习借鉴国外

私人银行机构的运作模式，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私人银行业务体系。洪副行长同时表示，私

人银行在国内尚属新兴业务，我行高度重视私人银行发展，寄予厚望，并将创造有利条件大

力支持，营造良好经营空间。作为整合我行金融资源的一个综合化经营平台，私人银行与各

部门、各分行之间具有广阔的合作领域和前景，希望各部门、各分行同私人银行部在产品创

新、融资授信、交叉营销、风险管理、渠道建设、科技系统等多方面通力合作。在高端客户

领域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共享收益，最终实现互助多赢。 

4、金融市场部在国内首推黄金远期、借贷业务组合模式 

为进一步控制黄金借贷业务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交易团队推出搭配

黄金借贷业务的黄金远期业务。黄金远期业务配合黄金借贷业务的组合模式在国内尚属首

创。企业进行黄金借贷锁定生产成本，固定财务报表数据，有非常明确的到期偿还计划。配

合黄金借贷业务，黄金远期业务可帮助客户进一步锁定借金成本，锁定归还黄金时的买入价

格。对用金企业来说，如果企业进行一笔黄金借贷是为解燃眉之急，而企业财务报表又需要

确定未来的现金流满足会计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远期合约就成为企业的最佳选择。企

业只需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就可以通过黄金远期合约，锁定黄金借贷到期日时买入黄金的

价格。会计账面上就可以一个锁定的价格在借贷合同到期时买入黄金归还银行。尤其适合企

业运营资金出现短期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同时，黄金远期合同的签订和保证金的收取能够有

效控制借贷合同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以及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 

 
二、荣誉奖项 

中国民生银行喜获 2008 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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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08 第五届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榜单新鲜出炉，中国民生银行位居第三，

更是在银行类企业中一举夺魁。 

据了解，此次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的评选是由中国最具生命力企业评委会、TMVC

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评价工作部、全国高科技建筑建材产业化委员

会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的评选自 2004 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已获得了企

业界、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认可。选择“生命力”作为评价企业的标准，在中

国尚属首次，虽然国际上的同类评选已有多年历史。国内外企业看重这类评选，除了这类评

选能够为企业提供新的视角外，从相对长的时间看，越是有生命力的企业，经营业绩越出色。 

据悉评选活动通过近百位专家评比和筛选，以企业 3 年的营业额所代表的成长率作为排

名核心标准，挖掘出中国最具成长活力的优秀典型企业，涉及医药、金融、汽车等国内 10

余个行业的 6000 多家企业，最终评出 100 强。一年一度的“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评

选，就是试图发现中国生命力企业的典范。 

中国民生银行在 2004 年、2006 年均入围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名单，位列第 18 名

和第 8 名，今年成绩最好，排名第三。 

 

三、媒体关注 

市场化银行家   

民生银行董文标：我只是个牵头人而已 

2008 年 8 月 1 日 《英才》  但有为 邹靓 

  关于质疑 争论毫无意义 

    “民生银行董事会强大起来，这个银行才能强大。” 

  《英才》：民生银行最近两年扩张的速度似乎太快，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吗？ 

  董文标：我们这两年的增长速度，在全行业里一直处于中等稍微还有点儿偏下水平。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调整工作，在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在进行新的整合。速度这

么低，有人还要说，民生银行现在不发展了，没有后劲了；(等我们)发展快了就说：民生银

行瞎搞，哪有这么搞银行的？但是，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心中有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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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才》：是不是外界误解了你？ 

  董文标大家说一说也有好处，提出问题对我们团队、包括方方面面有时候也有好处。比

如说民生银行董事会一会独大。我说：民生银行董事会强大起来，这个银行才能强大。所以

说我们并不大，也不可能独大。我现在纯属一个牵头人，再加上这批董事，你能大到哪里去？ 

  《英才》：你对现在的治理结构满意吗？ 

  董文标：从我当董事长那一天起，就致力打造这样一个结构:第一，决策透明；第二，

决策有效，这是最主要的。 

关于海外投资 我不是买股票 

  “这不是买早买晚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 

  《英才》：美联银行的浮亏已经很大了，是否感到海外投资风险很大？ 

  董文标：应该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我不是买股票的，我是一种战略

安排。这不是买早买晚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 

  《英才》：之前民生银行曾竞购亚洲商业银行，后来失利了，有没有从那个案例总结出

一些经验和教训？ 

  董文标：亚洲商业银行我们没有直接去竞购，因为当时我们只是有这样一种意向，没有

付出任何行动。 

  《英才》：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还有最近招行收购永隆银行，很多都是采用类似这

种方式，是不是中国银行走出去通过这种收购方式是最优的？ 

  董文标：对，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你到那里搞个分行，你要从零开始，要磨蹭多少年？

搞分行非常复杂，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收购就是介入到它的平台、它的团队，所以只

要将来文化、兼容方面不出问题，它是非常好的。这个毋庸置疑，各国都是这样做的，一个

小银行 20 多年、30 多年变成一个强大的跨国集团。 

  《英才》：但兼并收购是不是相对于开分行也有它的风险和劣势？ 

  董文标：你就是开分行也有风险，都一样的。开分行从程度上来说，风险更大。因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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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了解你，你不了解人家，你到那里去开银行，谁和你打交道？ 

  《英才》：除此之外，你还有海外投资计划吗？ 

  董文标：近期没有。 

关于制度变革 为多元化做准备 

  “用最短的时间走完了其他银行多花一倍时间走完的过程。” 

  《英才》：民生银行总资产突破了 1 万亿，你有没有想过：之后的民生银行该怎么走？ 

  董文标：现在，我们整个银行就是改变同质化。我们这次改革应该是非常大的制度改革，

一场非常大的银行业的制度创新。在以前我们通过传统模式、传统的方式方法，用最短的时

间走完了其他银行多花一倍时间走完的过程。 

  《英才》：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到理想的状态？ 

  董文标：一步一步的，很快能凸显吧，明年、后年，两到三年就能凸显出来。(我们的)

这个团队是非常进取的。 

关于社会责任 救助企业生命 

  “别人捐款考虑的是救助生命，我们考虑的是救助企业生命。” 

  《英才》：有媒体报道说你们投资炎黄艺术馆是违规了？ 

  董文标：我们完全是公益事业，每年投资炎黄艺术馆六七百万。原来炎黄艺术馆卖门票，

我们现在把门票都取消了。炎黄艺术馆，作为第一家私人艺术博物馆本来马上就要倒闭了，

在它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民生银行挺身而出，既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是被黄

胄老先生把所有宝藏捐给国家的义举感动，履行我们自己的社会责任。 

《英才》：据说你们要在四川搞一个复活小企业生命的行动？ 

  董文标：我的创意是，别人捐款考虑的是救助生命，我们考虑的是救助企业生命。我们

捐一个亿，在 5 个县搞 5 家担保公司，为那些小企业贷款，比如养殖户，蔬菜种植户，运输

专业户等发放小额贷款，不收任何手续费。银行救助小企业生命，当地老百姓才能生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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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有利于稳定当地繁荣。 

  面对这次四川地震，民生银行的员工表现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全行员工第一时间捐赠

2300 万元发往灾区。 

 

本刊免费发送，如果您希望得到本刊或者有相关的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同我们联系。 

中国民生银行投资者关系处  王洪刚 

电话：010-68467286  

传真：010-68466796  

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87707 房间  

邮政编码：100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