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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董事长洪崎、行长郑万春出席我行与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6月 3日,我行与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董事长洪崎、

行长郑万春、副行长石杰与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首席执行官张斌一行会面并

座谈。郑行长与张首席执行官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副行长石杰主持签

约仪式。

座谈中，张文中董事长衷心感谢民生银行多年来对物美集团的鼎立支持、风

雨同舟，感谢民生银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激励、鼓舞、弘扬，感谢民生银行对

所有“做好人、干正事、有原则、守底线”企业家真诚、细致、温暖的支持和服

务。张董事长表示民生银行的民企战略赋予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新的时代感、使命

感，物美集团与民生银行的合作必将开启新的恢宏篇章。

洪董事长对物美集团倡导的前行心怀光明、奋斗明证价值、读书增强智慧、

助人升华品行的企业家精神表示赞赏，并结合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对我行民营企

业战略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发。洪董事长指出，在当前举国弘扬依法治国的大好

形势下，优质民营企业必将经历考验、走向成熟，民生银行要进一步提升创新驱

动能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服务；要进一步聚焦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新动能；民生银行要走

大道、走正道，携手物美集团共同创造伟大的企业。

郑行长高度评价了物美集团在弘扬企业家精神道路上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对

如何结合企业家精神落实民企战略、服务民营经济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与

物美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民生银行全面推进民企战略的重要举措，是银

企双方开展全面合作的里程碑；民生银行要支持以物美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民

营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坚持“做好人、干正事、有原则、守底线”的优秀品

质，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业务部、交易银行部、投资银行部、网络金融部、公司业务风险管理部

以及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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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洪崎会见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一行

6月 7日，董事长洪崎会见来访的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副总裁黄成仁、

敖新华等一行。

方威主席首先感谢民生银行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并介绍了方大集团的经营

现状和发展规划。方大集团目前主营钢铁、炭素、医药三大业务板块，钢铁板块

产能年产已达 1600万吨，未来将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至 5000万吨；炭素板块通过

一系列并购重组，产能已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医药板块于 2017年起航，

是方大集团业务发展的重点，计划在未来 5-10年打造成集医疗、养老为一体的

大健康产业集团。未来方大集团将围绕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加快多元化产业布局，实现快速发展。方大集团希望与

民生银行继续加强全面合作，构建总对总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做大做强。

洪董事长对方大集团近年来的业务发展表示认可，对方威主席的家国情怀和

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表示赞赏。他谈到，民生银行与民营企业同根同源，致力于

服务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客户定位上，优先选择经营理念好、体制机制好、

商业模式好、管理团队好、有长远布局的民营企业和有格局、有情怀、有思想的

民营企业家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实现持续、健康、稳健发展。他表示，民生银行

将围绕方大集团的发展战略和业务需求，提供包括商业银行、交易银行、投资银

行、跨境金融、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希望双方整合资源、

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新高度。

方大集团是以钢铁、炭素、医药为主业，兼营矿山、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

业集团，拥有包括方大炭素、方大特钢两家上市公司，并参股上市公司东北制药

等 70 多家公司。其中，方大炭素是中国最大的炭素联合企业和国内唯一具有生

产核级炭素制品资质的企业；方大特钢是中国最大的弹簧扁钢和汽车板簧生产基

地；江西萍钢是中国建筑用钢最大生产基地之一。2017 年，方大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677亿元，净利润 1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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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郑万春出席我行新版手机银行发布会暨六周年庆典

6月 28日，适逢我行手机银行上线六周年之际，“从心出发 智享未来——

新版手机银行发布会暨六周年庆典”在京成功举办。手机银行吉祥物小竹笋“顶

顶”作为发布会大使首次亮相，为新版手机银行增添了人格化的品牌温度。行长

郑万春为大会致辞，副行长石杰现场答谢手机银行客户代表。

我行手机银行 2012年 7月 11日正式上线，至今已走过六年历程，经过 100

多次发版、超 6000项产品创新和功能优化，产品服务体系更趋完善、客户体验

更为友好，目前客户数已突破 3800万，客户活跃度一直位居同业领先水平。

行长郑万春在大会致辞中表示，民生银行当前正按照“民营企业的银行、科

技金融的银行、综合服务的银行”的战略定位，全面推进改革转型；在移动金融

领域，按照这样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对手机银行进行全方位创新升级，以“客

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以“匠心精进”的研发精神，全面提升客户体验，打造“千

人千面”、“懂你知你”的个性化、定制化贴心服务。郑行长强调，未来，我行

手机银行将瞄准“行业翘楚”的发展目标，持续创新产品功能，坚持不懈提升客

户体验，深度融合新兴科技，广泛拓展应用场景，为个人客户、企业客户提供更

加智能、专业、便捷的金融服务与生活体验，将手机银行打造成客户智慧金融和

美好生活的首选平台。

发布会上，副行长石杰向参加“我与民生手机银行六周年”征文活动的十位

特等奖客户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民生手机银行的支持和信赖。网

络金融部\直销银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罗勇详细介绍了新版手机银行

“统一入口、渠道协同、智能 AI服务、智慧生活、黑科技护航、全新 UI”六大

亮点。根据客户真实故事编导的情景剧《移动金融成就美好生活》现场上演，演

绎客户与我行手机银行的美好故事。

行长郑万春、副行长石杰、信息科技部总经理牛新庄、网络金融部\直销银

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罗勇，与两位客户代表一起，通过指纹识别的方式

盛大发布新版手机银行，开启我行手机银行“从心出发 智享未来”的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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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生新闻

深耕 10 年 民生银行打造小微金融“深圳样本”

文章来源：2018-06-17 来源:新浪财经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市，拥有“小微之都”的美誉，100多万家

小微企业和近 100万户个体工商户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源源不断的发展驱动力。如

何服务好这些散若星辰的小微企业，帮助他们顺利驶入发展快车道，是深圳金融

业多年来着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用 10年的持续探索和创新实践，交出了一份靓丽答卷。

自 2009年开办小微业务以来，该行已累计服务小微企业 39万户，信贷投放总计

超过 2700亿元，间接惠及深圳市小微企业就业人口超 60万人。

尤其在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仍持续加大小微信

贷投放力度，为数以万计的小微商户“雪中送炭”，帮助他们度过转型阵痛期，

迎来发展转机。

截至 4月末，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小微贷款余额超过 54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12.7亿元，较 3年前实现翻番。目前，该行个人经营性贷款在全市占比近 15%，

稳居深圳各商业银行前三位。

优质服务，赢得良好口碑。近年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深圳市“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集体”、全国银行业“小微金融服务优秀团队”等多项荣誉，

引领了当地小微金融的创新发展。

专业服务 覆盖各行各业

10年磨一剑。2009年，响应总行号召，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鹏城开办小微

业务，当年贷款规模就超过 27亿元；2010年，进军水贝珠宝产业集群，成为首

家批量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2012年，小微贷业务突破 100亿元；2013年

突破 200亿元，2015年超过 300亿元，再到如今的 550亿元......10年执着坚守，

10年精耕细作，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始终贴近小微企业，做深做实小微金融，支

持了一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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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市场、专业经营，是小微企业选址定位的一大特点。驻扎在深圳东

门服装、华强北电子、福田及海吉星农批、横岗眼镜城等消费商圈的大量小微商

户，经营产品涵盖了居民衣、食、住、用等各类日常消费，成为深圳民生银行的

信贷投放重点。

而在“双创”小微客户集聚地——南山科技园、李朗工业园区等创新园区，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也布局多家经营机构或轻型网点，疏通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

目前，深圳分行在各大专业市场、科技园区投放的小微贷款占整体规模的 30%

以上，有力支撑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目前，民生银行在深圳本地的 41家分支网点均设有小微金融服务团队，将

服务触角深入全市近 500个社区，数十个主要商圈市场。在珠海、江门两地，该

行同时设有 10余家支行网点、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为当地小微商户送去资金支

持和服务便利。

此外，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还主动拥抱新技术，不断探索线上渠道，通过搭建

线上开户结算通道、开辟线上融资平台、打造集中式信贷审批系统等方式，扩大

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降低客户交易成本，提升小微服务效率。

伙伴服务 传递金融温度

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深入分析行业客户特点和金融需

求的基础上，形成了小微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满足企业从初创到成熟、从临

时订单到固定用款、从千元到亿元的各生命周期的多元化资金融通、交易需求。

初创期企业往往没有大量的资金需求，而是特别关注开户、结算、转账等基

础性账户业务的办理效率和成本。为此，深圳分行从优化企业开户流程着手，引

入科技手段，不断提升小微商户的金融获得感。目前，该行“云账户”线上开户

服务已经成为潮流——小微企业主只需通过微信公众号，上传证照影像即可完成

账户申请。客户收到预审通过的短信后，即可到网点现场开立账户，同时一站式

签约单位结算卡、即时通、网上银行、微多利、企业财务室、代发工资等多种服

务。

走过初创期后，企业最常出现危机往往是在扩张壮大时，此时对资金尤为渴

求。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深谙小微企业对资金“多快好省”的诉求，不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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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微贷产品“商贷通”，并推出“抵押 E贷”、“网乐贷”、“云快

贷”、“民生 e系列网络融资”等创新服务，集高效率、零费用、转期续贷等优

势于一体，成为该行开拓小微金融市场的杀手锏。

如今在该行贷款，从收集资料到审批再到放款，整个流程最快三天完成，且

全程无任何费用。对于存量客户，该行还给予无还本续贷、循环贷款的优惠，切

实降低客户贷款周转成本，并对部分暂时出现经营困难的商户予以利息减免优惠，

送上真正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截至 4月末，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累计为 12417

余户小微企业免费办理了贷款转期业务，累计发放转期贷款约 435亿元。

合规服务 助力持续发展

不少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敬而远之，主要是基于对“小微金融整体风险偏高”

的认识。但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虽然小微贷款规模逐年增长，但其小微不良率

持续稳定在 0.1%左右，远低于行业的平均值。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人人合

规、事事合规的风险文化深入人心，全流程风险管理机制覆盖各业务环节。”民

生银行深圳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实行一把手责任制，构建了全员、全业务、

全流程的 2.0版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同时，深圳分行加强人员岗位配置，在小微金融事业部深圳分部、零售业务

风险管理部、零售资产监控部设置 83人，从小微业务规划、区域行业分析，到

客户贷前调查审查、贷后管理，各个环节层层把关，切实将贷款风险前置。

此外，该行持续推进技术平台建设，通过数据筛选、模型建设等科技手段，

充分保障业务平稳运行。

小微茁壮成长，铸就城市梦想。2015年，深圳被评为“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示范城市”，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在金融活水的滋养下健康成长，也需要

以民生银行为代表的更多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加大支持力度。

展望未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继续秉持“呵护每一个小微梦想，汇聚每一个

小微的力量”的理念，在小微金融创新之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一、经营动态
	二、民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