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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

民营银行好榜样

据统计，目前国内银行业共计
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
行、3家政策性银行、137家城商行和
224家农商行。由于金融政策的管制，
这些银行绝大部分属于国有性质，
完全由民间资本掌控的银行，仅有
民生银行一家。1996年1月12日，中国
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
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试验
田，多种经济成分的涉足和规范的
现代企业制度，使中国民生银行有
别于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可
以说民生银行是中国银行业中市场
化最彻底的银行。

和同类股份制银行相比，民生
银行在理念、机制、文化方面，都有
自己的特点。比如在市场定位方面，
民生银行明确提出为民企服务，为
小微企业服务，为高端客户服务。为
解决小微金融风险大和成本高两大
顽疾，民生银行破除报表迷信和抵
押物崇拜，推出了“商贷通”品牌，专
门为授信额在 500 万以下的小微客
户服务。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中国经
济改革转型中难再扮演重要角色，
并可能成为经济改革的阻力。在现
行体制下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单一，
无法形成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的运
行机制。目前，国内中小型银行已
有相当部分由民营资本参股，个别
还是控股。但是在业绩、业务结构
方面，民营优势仿佛并未完全显
现。

在民生银行成立后的17年中，中
国境内再无第二家主要由民营资本
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诞生。
业内专家表示，在当前我国民营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
难、融资贵的背景下，民营银行的设
立对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有着
积极的作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设立民营银
行乃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经济
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一环。在公有
制银行一统天下的当下，组建一批
遵循市场机制运营的民营银行，让
它们来挑战公有制银行，并逐步打
破金融行业的垄断局面，将有助于
公有制银行逐步完善自身，也有助
于建立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更有
助于激发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
活力。 本报记者 张頔

民民营营企企业业办办银银行行，，意意欲欲何何为为
即将涉足民营银行的企业分三大阵营，互联网型企业、传统实业类企业、资本抱团类企业，他们在业务上各有所长，同同时圈住了大量的用户，还拥有

较强的品牌效应。这些特点都是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也注定了传统金融渠道将面临立体化的分流。民营企企业办银行，图什么？

传统实业类企业

苏宁：零售巨头早已涉猎金融业

8月21日，苏宁云商宣布设
立苏宁银行，成为A股首家宣
布试水民营银行的上市公司。9
月12日，其申请的苏宁银行名
称获得工商总局核准。

苏宁在金融业基础工作上
涉猎颇广。今年10月，苏宁小贷
公司就将试运行。目前苏宁云
商还持有江苏银行、北京通州
国开村镇银行的股份，分别持
有1 . 5亿股和900万股，持股比
例分别为1 . 65%和9%，持股金

额为5 . 4亿元和900万元。
苏宁申办民营银行的优势

在于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消费能
力的群体，对消费行为可以实
现精准分析。苏宁目前开展的
很多业务已经有了金融的意
味，比如设立10亿元的借贷资
金，为供应商提供质押借贷等
服务，利率低于商业银行；为消
费者开展分期付款等消费信
贷；苏宁云商的“易付宝”能为
商家、消费者提供理财产品等

增值服务。
苏宁在全国拥有1800多家

连锁店，超过多数银行的网点
覆盖能力，并且均地处人口稠
密区和商业黄金地段。如果这
些店面获准开设银行网点，办
理小额贷款、理财产品、存储等
相关业务，设置自己的柜员机，
苏宁银行卡与会员系统等全部
打通，那么苏宁银行线上线下
两端的强势将是互联网企业和
银行都不具备的综合优势。

互联网型企业

腾讯：庞大用户群是核心资源

9月13日，有媒体报道腾讯
设立民营银行的申请，已获广
东省政府同意并上报银监会，
未来可能落地深圳前海。

这家靠即时通讯和游戏起
家的互联网巨头拥有超过7亿
的QQ用户和近4亿的微信用
户。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和互联
网优势，是腾讯申报设立民营

银行的核心资源。腾讯可以利
用自己的网民覆盖率，在互联
网保险、基金等方面实现全民
理财。实际上，丰富的用户资源
也是腾讯“一直在模仿，从未被
超越”的制胜法宝。

如今互联网金融的业务
基本都是单项的，无法创造出
存款来，只是把别人的存款吸

纳过来。“微信支付、财付通平
台上的金融服务将会是腾讯
金融的重点。”有互联网金融
分析师认为，财付通依托于
QQ ，几年间也尝试了不少支
付、理财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一旦开设了存贷融汇的民营
银行，这些金融业务将得到更
好的整合。

民民营营银银行行不不能能沦沦为为财财团团附附庸庸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于宗先，

早前曾率领台湾 10 多位资深经
济学者和研究人员，同内地交流
台湾设立民营银行的经验和教
训。

台湾民营银行的开放一直
被当做一个“反面教材”，一度混
乱不堪。内地民营银行“教父”人
物徐滇庆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
初台湾的金融状况与目前大陆
非常相似，台湾就在那时开放设
立一批民营银行，台湾的经验与
教训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长
期金融压抑之后，台湾企业界进
入金融行业的意愿非常高，当初
台湾金融当局对新设民营银行

的资本金的要求为 100 亿新台
币。原想采用提高准入的门槛来
吓退一部分申请者，没想到这个
办法非但没有达成预定目标，反
而逼使筹建民营银行的人更求
助于大企业、大财团、权势人物。

这使得台湾民营银行一开
始就走上了一条与大企业、大财
团、权势人物勾结的路子。当时，
正值社会资金泛滥，泡沫经济加
温的时候，股市狂飙更加助长了
民间进入金融业的热度。结果一
下子就涌上来 19 家申请单位，
台湾金融当局想方设法只砍掉
了 4 家。于是仅在 1991 年，台湾
就“一窝蜂”似的放开了 15 家民
营商业银行，第二年又批准了 2

家。
这样，几乎每一家民营银

行的背后都有大财团的背景，
有政要高层人物的撑腰。而一
个财团所支持的金融机构也不
止一家。由于银行和财团的关
系过于密切，银行和股东之间
在财务上牵涉过多，甚至违反
规定向关联股东过度放贷授
信，一些民营银行实质上已经
沦为相关财团附属单位。这种
金融机构财团化为新生的民营
银行埋下了巨大风险。

在经济景气时期，或许大家
都相安无事，但经济一走下坡
路，企业一不认账，一连串的金
融危机便由此引发。1998 年，就

在亚洲金融危机渐渐平息之际，
东亚各国的经济也已逐步开始
复苏，可是台湾却开始了内部的
金融震荡。仅 1998 年下半年，台
湾中央票券公司、宏福票券公
司、台中企银等金融机构就先后
出现财务危机，弄得台湾金融市
场上风声鹤唳，动荡不安。

在 1998 年以后出现的金融
问题大多是大企业财团过度运
用金融杠杆，在经营上出现财务
危机，然后牵连相关的金融机构
出现支付危机，最后连带着出现
银行挤兑风险。如此一来，大企
业和基层金融机构出现的弊端
很快就波及到银行本身。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张頔

记者观察

这股申办民营银行的热潮，首先源自民企对融资的
渴求。各大银行在处理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缺乏热情、效率
低下，让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允许民营资
本进入银行业，避免了闲置民营资金去炒房、炒矿；又打
破国有资本的单一垄断，增强内资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使整个金融业更加均衡发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满足投融资需求

资本抱团类企业

中关村：众多资本发起并风险自担

中关村银行目前已进入实
质筹建阶段。从接近中关村管
委会人士处获悉，中关村银行
目前正在开展包括工商注册在
内的各项申请银行牌照的前期
准备工作，预计将在年内正式
向监管层申请银行牌照，并有
望在众多民营银行申请者中率
先获批。

8月9日，北京中关村管委
会表示，将支持企业发起设立
中关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规划中明确提出推
动建立中关村银行，并将筹建
中关村银行作为2013年的重点
工作。据介绍，中关村银行将由
近期成立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
协会的部分成员单位发起和运

作，同时还有多家民营企业和
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关村
银行发起阶段的各项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主要发起人和募股
方案也已基本敲定，预计最快
将在今年11月左右完成股东资
格审核和验资工作，最早会在
年底召开首次董事大会。

获取银行业高利润

在融资之外，银行业的高额利润对企业也是具有强
大的吸引力。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净利润率最高的30家
公司有17家公司是银行，占比超过50%，而且净利润率都
超过了30%。净利润率前15名的公司中，银行更是占据了
其中11席，其中净利润率最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其净
利润率也高达39%。

名声提振好办事

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办银行，从事金融活动，对于自
身形象的提升以及业务的发展都有好处，也有利于推动
地方经济。成立民营银行对提升企业的影响力大有益
处，名声的提振能直接换来股价的上涨，目前有意申报
民营银行的上市公司被划归民营银行概念股，且涨势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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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申办民营银行的优
势在于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消
费能力的群体，对消费行为可
以实现精准分析。

这家互联网巨头拥有超
过 7 亿的 QQ 用户和近 4 亿
的微信用户，这是腾讯申报设
立民营银行的核心资源。

中关村银行将由近期成
立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协会
的部分成员单位发起和运作，
同时还有多家民营企业和民
营资本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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