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民生生银银行行服服务务民民营营企企业业““持持续续进进行行时时””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不是‘现在时’，而是‘进行

时’，2009年以来的‘持续进行时’，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情形格外突出的当下，我们做‘民营企业的银行’战
略在全面推进，服务民营企业的力度在加大、工具在创新、
方式更多样”，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日前表示。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新增
对公贷款1500亿元，其中75%
以上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在民生银行的对公贷款余额
中，民营企业贷款已经占据了
半壁江山。针对一些遇到流动
性困难的民营企业，民生银行
没有停贷更没有抽贷，在避免
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同时，
通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帮
助企业解决了商业模式创新
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一系列
问题。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
中央的一贯方针。11月1日，民
营企业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大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六个
方面政策措施，让广大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为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座谈会上的重要

精神让洪崎格外激动，增强了
他对民生银行的战略自信———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
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不忘
初心，22年来与广大民营企业

“同根同源同成长”，一以贯之
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对于民生银行来说，继
续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就要认真学习领会民营企
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实质，增进做‘民营
企业的银行’战略加速推进的
紧迫感，通过创新金融服务理
念、开拓金融服务思路，实现
民企金融服务的提速、提质和
提效，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前提下，帮助广大民
营企业转变经营方式，成功走
上转型升级之路”，洪崎表示。

连日来，民生银行开展了
多层次、多形式的活动，学习
贯彻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
话。用洪崎的话讲，学习这些
重要讲话，增进了民生银行做

“民营企业的银行”的战略自
信，民生银行将继续坚定民企
服务。

经过十年的战略实施，特
别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战略
深化，民生银行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架构已然成形。

民生银行已经建立了民营
企业的分层分类体系，根据客
户规模大小，将民营企业客户
分为大型战略民企、中小民企、
小微民企三类，实行精准服务。

——— 针对大型战略民企，
民生银行在今年4月优选形成
100户战略民企名单，包括世
界500强企业10户、中国500强
企业40户、民企500强企业45
户。民生银行针对战略民企推
出规划布局、高层会晤、工单
督办的团对作业“1+3”模式，
强化专业化、一体化、扁平化、
综合化服务。

——— 针对中小型民企，民
生银行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民
生工程”，实施“携手计划、生根
计划、共赢计划、萤火计划”，不
断提升中小企业结算、融资、
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质量；此
外，民生银行还创新推出新供
应链金融模式，批量服务供应
链条上下游中小型企业。

——— 针对小微企业，民生
银行在进军小微金融十周年、
小微企业贷款重回4000亿元
之际，加速推进小微金融3 . 0
深化实施，注重以数据和科技

为支撑，借助数据驱动、线上
线下结合、大数据风控、移动
互联等服务手段，围绕“1+1+
N”小微企业生态圈，开展全
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并不局限于和民营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向民营企
业提供授信等常规金融服务，
而是坚持服务创新，提升民企
支持质效。针对民企的不同金
融服务需求，民生银行创新升
级五大产品体系，着力打造场
景化的交易银行、定制化的投
资银行、便捷化的线上银行、个
性化的私人银行与综合化的财
富管理，为民营企业及企业家
提供“融资+融智+融商”的一站
式综合服务。同时，通过新供应
链金融模式，解决供应链上下
游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提
升民营企业支持效率。

今年以来，面对民营企业
遇到的经营困难和资金压力，
民生银行一方面锦上添花，持
续加大对优质民企的信贷支
持力度，不断加强对民企客户
的全面服务与信贷支持，通过
增加授信额度、增强现金管
理、创新供应链金融等方法，
帮助企业扩大经营、扩大市场
份额；另一方面雪中送炭，针
对部分遇到困难的民企实施

“精准帮扶”，深入评估民企实
际情况，研判下一步经营发展
态势，采取短期资金融通、债
券发行、新供应链金融以及本
外币、股债比、现金归集等手
段，精准匹配差异化服务，下
雨不收伞，支持民企渡过难
关、转型发展。

今年4月，民生银行内部
下发了《中国民生银行改革
转型暨三年发展规划实施纲
要》，进一步明确了“民营
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目
标是坚持民企战略、聚焦客
群经营，成为优质民营企业
的主办行。在重点举措方
面，民生银行确定聚焦战
略、生态、潜力和基础四大
民企客群，一是提升战略民
企服务能力，打造其首选的
管理服务品牌；二是以领先
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生态民
企；三是以特色的科技创业
贷款产品服务潜力成长民
企；四是高效服务中小基础
客群。

4月，民生银行优选的
100家总行级战略民企客户，
这些客户都是细分市场龙头
或在行业中名列前茅，并具

有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
可持续发展能力。民生银行
为战略民企组建专门的专家
型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管
家式服务，不断整合内外部
资源，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业务
涵盖综合授信类、投资并购
类、项目投资类、债券市场
类、资产证券化类、结算与
现金管理等，深化了与战略民
企的总对总合作。下一步，民
生银行分行级战略民企客户
的深入合作也将全面铺开。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民
生银行总行成立了中小企业
金融部，专门负责推进“中
小企业民生工程”，在交叉
销售、客户分级评价、营
销、团队培训、区域规划等
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全
面实施“携手计划、生根计

划 、 共 赢 计 划 、 萤 火 计
划”，到今年9月末中小企业
有效客户将近15000户。

供应链金融是民生银行
服务中小民营企业的一个重
要创新，去年7月，洪崎提出
了“聚焦新供应链金融”的
目标；今年5月，民生银行组
建了供应链金融事业部，相
继推出了融资类拳头产品
“应收E”、平台客户交易
产品“赊销E”等融资类、
账户类、结算类产品，以及
系统直连、供应链管理等综
合化服务，满足供应链条上
的中小民营企业金融需求。

民营企业客户对于民生
银行全新的金融服务深有感
受，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董
事长的话说，民生银行的金
融服务体现了“四度”———
速度、深度、温度和力度。

实实施施转转型型升升级级民民企企服服务务全全面面提提升升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
并不是响应政策号召的“仓
促行动”，而是成立22年以
来一以贯之的所为。

作为全国第一家主要由
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于
1996年的民生银行与民营企
业“同根同源”。“民生银
行从孕育、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肩负着服务民营企
业 、 民 营 经 济 的 重 要 使
命。”洪崎表示，22年来，
民生银行始终牢记“为民而
生，与民共生”的企业使
命，秉持“与民营企业共同
成长”的发展理念，坚持把
民营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
象，为广大民企注入了强大
的发展动力。

多年来，基于同民营企

业的天然渊源，民生银行对
于对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面 临 的 各 种 困 难 与 “ 瓶
颈”，总是感同身受、急其
所急，为此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和商业模式，持续提高对
民营企业的专业化服务能
力。2009年，民生银行董事
会修订了五年发展纲要，明
确提出了做“民营企业的银
行”的战略定位，进一步强
化民企战略，扩大民企客户
服务覆盖面，提高民企客户
业务占比。

为了更好地鼓励和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2010年3月，
全国工商联和民生银行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战略合
作、共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通知》，携手推动搭建多
点、多层、多领域的银企商

合作平台，建立专门服务团
队，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助推了一大批民营企业
茁壮成长。

特别是2017年以来，民
生银行在战略上进一步聚焦
民营企业，根据新时代中国
经济发展趋势、经济金融市
场环境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状
况，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进
行全面升级，用金融资源、
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
智慧有力地支持和帮助了广
大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实现
转型发展。

22年来，民生银行的民
企客户数占比始终保持在
70%以上，贷款额牢牢占据
了半壁江山。民生银行的民
企金融服务已经形成了明显
的规模优势及品牌效应。

2222年年一一以以贯贯之之为为民民而而生生与与民民共共生生

在“服务民营企业、支
持民营企业”成为各家银行
新的行动时，民生银行民营
企业金融服务已经悄然实施
了转型升级。

过去一年半以来，“深
入推进民营企业战略、持续
加大民企金融服务力度”成
了洪崎在投资者和分析师业
绩交流会、全行经营工作会

议等重要会议上都要强调的
工作核心。在洪崎看来，随
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速，
面对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的
重大变化，民生银行原有的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已不
能满足广大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和转型升级的要求，必须
进行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的全面升级。

“学习民营企业座谈会重
要讲话，在增进我们做“民
营企业的银行”战略自信的
同时，更增加了我们深入推
进‘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
的紧迫感。服务民营企业，
我们必须提速、提质、提
效”，洪崎表示。

在提速方面，民生银行
将围绕总行整体推动、经营
机构整体转型、新模式样

本、团队能力建设等方面，
全面提升民企战略落地实施
速度。

在提质方面，民生银行
对内以轻型化和综合化为主
轴，对外聚焦提升客户体
验，提升民企金融服务的深
度和温度，把握民企重点服
务和差异化服务机会，提高
民企战略落地质量。

在提效方面，民生银行

将强化协同、督导、问责和
管理，提高民企战略落地效
率。

在洪崎看来，通过与民
营企业搭建伙伴式关系、开
展深耕式合作、实现共赢式
发展，民生银行将成为特色
鲜明的民企服务标杆银行，
“同根同源”的民生银行和
广大民营企业将实现“同心
同行”。

提提速速提提质质提提效效民民企企战战略略深深入入推推进进

增增进进战战略略自自信信继继续续坚坚定定民民企企服服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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