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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对公、同业三箭齐发

招行全速打造轻型银行

如果说一年前，市场对招行从零

售业务一枝独秀开始向零售、 对公、

同业三箭齐发转型尚存疑虑，那已经

公布的

2014

年半年报显然可以打消

这种担忧。

2014

年中期业绩显示， 招行非

但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更进一步，以

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公司金融和同业

金融也开始发力。而在这三块业务驱

使下，招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同比

31.54%

的增幅， 在总资产规模与其

相当的几家银行中遥遥领先。

但营收的迅猛增长，在招行看来

还仅仅是个结果。 “我们最看重的还

是客户数的增长。上半年公司金融核

心客户比年初增长

8

万户， 翻了一

倍。 所以你看到我们负债增长很好，

非息收入增长很好，这其实都是客户

数快速增长的自然结果。 ”招商银行

公司金融总部总经理汪建中表示。

公司金融业务迅猛增长

去年以来，招行开始向注重内

涵式增长的“轻型银行”转型，而招

行

2014

年半年报， 正体现着“轻”

的思路。 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招

行共实现非息收入

304.02

亿元，同

比增加

137.86

亿元， 增幅

82.97%

。

其中公司金融和同业金融的非息收

入增长尤为靓丽： 公司金融业务实

现非息收入

104.70

亿元， 同比增长

73.52%

； 同业金融业务实现非息收

入

65.12

亿元， 同比增长

384.52%

。

可以说， 招行在同业资金业务上的

发力， 正是向轻型化转型的最重要

特征之一。

在这种势头带动下，招行上半年

不仅非息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同比

增加

10.14

个百分点达到

36.08%

，

而且零售、公司、同业三大业务模块

之间的税前净利占比也趋于均衡，

“轻”开始体现在均衡的资产结构中。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招行公司、零

售、同业三大业务税前利润模块分部

占 比 分 别 为

41.35%

、

37.59%

、

25.94%

，基本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招行人士表示，这种结果的出现

与去年以来公司业务和同业业务条

线架构调整梳理密切相关。 “以往招

行的公司金融产品是可以的，但没有

形成一套对客户的体系。去年至今的

调整，一是对按照客户属性对业务架

构进行调整，二是从产品入手进行强

化，在总行公司金融总部形成客户和

产品两条主线，再以此为抓手调动全

行资源进行发力。 ”汪建中称。

发力的结果，是招行上半年境内

人民币对公存款比年初增加

3220.1

亿元， 位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榜首。

主要产品条线也呈现大幅增长势头，

其中现金管理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

70.92%

， 电子供应链交易金额同

比增长

60.26%

， 国际结算量同比增

长

38.08%

，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

增长

188.7%

， 并购融资发放额同比

增长

407%

，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金

额同比增长

56.96%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招行共

拥有

63.16

万户公司存款客户和

3.89

万户的公司贷款客户群体，其中

高价值批发客户数

7.77

万户， 同比

增长

13.79%

。

零售银行稳中有进

公司业务和同业业务不断攻城

略地，招行的零售银行也延续了稳定

增长的势头。

数据显示，招行零售银行上半年

税前利润达

151.47

亿元， 同比增长

23.54%

， 零售税前利润占比不断提

升，达

40.25%

，同比提升

2.94

个百分

点。 零售业务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

长 ， 达

320.79

亿元 ， 同比增长

18.28%

。 其中，零售业务净利息收入

达

215.33

亿元，同比增长

11.82%

，占

零售业务营业收入的

67.12%

； 零售

业务非利息净收入达

105.46

亿元，

同比增长

34.07%

， 占零售业务营业

收入的

32.88%

。

“招行的零售表现相当稳定，值

得一提的是招行上半年零售银行成

本收入比只有

36.95%

， 同比还降了

2.81

个百分点。这是很多银行望尘莫

及的，因为这个数基本是同业水平的

一半左右，甚至已经接近一些银行总

体的成本收入比水平。 ”一位资深银

行观察人士表示。

稳定成熟的系统优势在多个分

项数据中都有所体现。 财富管理方

面 ， 招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

（

AUM

）余额今年

6

月末较年初增加

2952

亿元， 增量创历年同期最高水

平；零售价值客户保持较快增长，“金

葵花” 及以上客户数较年初增长

11.79%

，其中私人银行客户数较年初

增长

14.6%

。

信用卡方面， 招行上半年实现

银行卡 （包括信用卡） 手续费收入

55.54

亿元，同比增长

52.75%

；实现

零售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4.83

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同期增长

20.8%

，占零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的

44.04%

。

渠道整合更进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业务条线

上进一步优化，招行在渠道整合方面

也开始启动“全口径管理”模式。

招行人士表示，该行上半年已在

总行成立一级部门，统一管理物理和

虚拟渠道。 “这是业务架构调整的需

要， 也是跟随互联网时代变化的必

然。我们的目标是无论客户从哪个出

口获取招行服务，品质都要是标准化

的，统一管理也可以更有效地确定和

分流客户，以达到降低管理成本的目

标。 ”招行总行相关人士表示。

半年报显示，

2014

年上半年招

行零售电子渠道综合柜面替代率

达

94.35%

， 较上年全年提高

1.85

个百分点；公司电子渠道综合柜面

替代率达到

55.5%

， 网上企业银行

交易结算替代率达到

92.9%

， 较上

年全年分别提高

0.85

个百分点和

0.48

个百分点。

招行的电子渠道还从被动的分

流客户积极转向促成交易。 上半年，

招行远程渠道简单的结算和代销业

务均有所下降，但贷款发放和开卡获

客增长显著，其中“空中贷款”发放金

额

135.45

亿元，同比增长

38.3%

；远

程营销 “一卡通” 成功开卡

3.86

万

张，同比增长

103.8%

。

电子渠道的突飞猛进无疑也是

招行向轻型化转型的重要特征。据了

解，招行转型“轻型银行”的第二层含

义就是组织架构的“轻”。 此前，招行

表示，在互联网形式下，组织架构推

行扁平化管理，积极推动网点向小型

化、专业化发展。

（CIS）

中国信托业协会

发布信托业社会责任报告

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编制的

《中国信托业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今日正式发布，报告从多方面展

示了

2013

年度信托业在履行社会

责任方面的成果。

报告显示， 截至

2013

年底，全

国共有信托公司

68

家， 从业人员

14301

人， 为近百万客户提供服务。

管理信托资产规模

10.91

万亿，同

比增长

46%

，全行业上缴国家各项

税款

208.61

亿。

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 信托业

去年持续增加投入， 并注重根据国家

产业政策导向， 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

持力度，其中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 文化产业及中小微企

业发展的投入达

10859

亿， 支持相关

企业

7436

家。

在支持民生工程领域，

2013

年信

托业为保障性住房项目提供资金

821.97

亿，投入

226.35

亿资金支持教

育事业发展， 在卫生医疗以及社会保

障等领域投入

340.44

亿，管理的企业

年金信托规模为

63.84

亿。 （刘雁）

险企新设加速 上海人寿中原农险获准筹建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上海人寿、 中原农业保险近日相

继拿到保监会批文开始筹建， 预示着

“新国十条”后保险公司的新设步伐加

快。 这距离上一次保险公司大批量筹

建已有十年之久。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上海人寿

由上海多家本地企业发起设立， 包括

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 如上海中

瀛企业集团、中国海运集团、上海电气

集团、上海城投、上海国际集团、上海

外高桥集团、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公

司、宝龙集团等，未来将采用混合所有

制形式。

上海人寿董事长拟由密春雷出

任， 他是股东方上海中瀛企业集团的

母公司览海控股的法人代表。 拟任总

经理石福梁则是保险行业一名老将，

早年在人保、太平任职，曾担任大众保

险董事长、众诚保险总经理，对保险市

场有深刻理解。

据了解， 上海人寿将实施差异化

竞争战略和创新的经营模式， 走传统

保险与资产管理相结合、 保险服务与

医疗服务相结合、 保险功能与生命产

业相结合的新道路。

保险业“新国十条”出台后，具有

业务特色的新保险公司获准筹建步伐

明显加快。 与上海人寿同步拿到批文

的，还有中原农业保险。

根据批文， 中原农险由河南省农

业综合开发公司、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

股份公司等

17

家公司发起，注册资本

11

亿元。 公司拟任董事长为毕治军，

拟任总经理为姜华。

在保险业新“国十条”中，提出大

力发展“三农”保险，创新支农惠农方

式， 政策具体到提出开展农产品目标

价格保险试点， 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

兴产品和服务， 落实农业保险大灾风险

准备金制度等。目前，国内专业经营农业

保险的公司仅有

5

家， 尚需引进更多机

构共同开发市场。

近年， 保监会很少批准筹建新的保

险公司。

2011

年，保监会对神力财产保

险的筹建申请予以驳回， 首次对一家新

保险公司的筹建说“不”。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分析， 这与不少

保险公司开业多年未盈利有关。 近年能

拿到批文的新公司， 一般都有着非常雄

厚的股东背景，比如众安保险。

华夏银行樊大志：这一次将有根本性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昨日， 华夏银行行长樊大志在上

交所“银九月”业绩路演上表示，利率

市场化将对银行业带来深远影响，未

来几年商业银行的营销模式、 客户细

分、 成本管理和风险驾驭都会发生根

本性改变。

樊大志表示， 华夏银行基于利率

市场化和银行转型的考虑， 制定了两

大战略 ： 一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商———

2009

年提出、

2012

年董事会正

式通过；二是打造华夏服务的品牌，银

行就是中介机构， 真正竞争力看服务

能力。

他眼中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不是

单纯的信贷资金服务， 而是包含为企

业解决咨询、结算、财富管理、信用等。

2013

年末，华夏银行中小企业和个人

贷款在总贷款中占比在

40%

以上，较

5

年前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

谈及服务品牌，樊大志说，如今说

服务已经不是微笑、态度的问题，而是

整体服务：一是讲效率，在最短时间满

足客户需求；二是要安全，就像在超市

买绿色金融产品；三是，客户到银行不

是为了坐在沙发上喝咖啡， 而是希望

资产保值增值；第四是便捷，各大银行

都在加大网点和手机银行布局。

“转型”并非新鲜词汇，樊大志说：

“这一次将有根本性变化”。 以前商业

银行拼的是规模，靠消耗资本、铺设网

点，然后加大信贷投放获取利润，这种

快速发展的阶段还会维持一个周期。

但另一方面转型会加快， 从单一的追

逐规模向结构效益和服务效益转变。

“华夏银行不会只关心规模大小，

会更关注投入产出是不是合理、 服务

是不是更到位。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樊大志说。

他介绍，转型的基础是客户，

2012

年华夏银行就将客户定位为“三中”：

第一个“中”就是对公业务以中小

企业为主， 从社会责任或从是企业效

益看，该定位比较准确。

第二个就是以个人业务和中等

收入人群为主，服务“橄榄核”中间

部分， 并非服务不了或服务不起高

端， 而是中等收入人群是非常有潜力

的群体。

第三个是机构策略， 未来会向中

等城市和中西部转移， 这些地区对商

业银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这几年会布局

向中等城市倾向，机构网点中小化。

5000

多名客户以上的大型网点会逐渐压缩，

设一些轻型的网点，节约成本，提高服务

的便捷性。

另外， 华夏银行欲将电子银行打造

成第二银行， 并配备专属的电子银行产

品、客户经理、专属通道（网上银行和手

机银行）， 同时保证三个要素———安全、

便捷、喜欢，在资产和信息安全的基础上

尽可能优化产品。

“未来银行的真正竞争力是风险管

理能力”，樊大志表示，利率市场化意味

着我们的融资成本提高。

广发行原董事长李若虹被立案侦查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昨日一则消息在银行界掀起波

澜， 原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李若虹涉

嫌受贿，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李若

虹也成为今年以来银行系统第五位被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或提起公诉的董事

长或行长级别的人员。

昨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

显示， 日前广东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

广东发展银行（已改名广发银行）原董

事长李若虹（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早在今年

7

月

4

日，广东纪委官

网就宣布，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李

若虹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

查。 他在

2009

年

8

月被任命为广东

金融办副主任 （正厅级），

2013

年

6

月退休。 在任职广东省金融办之前，

李若虹曾在广发银行担任高管长达

10

年。

公开资料显示，

1955

年出生的李

若虹，

1999

年从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

来到广发银行， 历任行长助理、 副行

长、 行长等职务， 并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起担任广发银行董事长和党委

书记。

据财新报道，

2009

年

6

月， 李若

虹以健康原因和配合上级要求调动为

由提出辞职申请。而在同一天，广发银

行原副行长王新涉嫌受贿被正式逮

捕， 王新一案事关广发银行重组过程

中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

随着反腐行动持续推进， 金融系

统已成为落马高管最多的领域之一。

李若虹也成为今年以来银行系统第五

位涉嫌受贿而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或

提起公诉的银行董事长或行长级别的

人员。 其他

4

位为包括内蒙古农信社

原主任武文元（正厅级）、内蒙古银行

董事长杨成林

(

正厅级

)

、邮储银行原

行长陶礼明

(

正厅级

)

、成都银行原董

事长毛志刚。

此外， 自今年

6

月以来的纪委部

门网站显示，许昌银行董事长高志民、

龙江银行监事长杨进先（正厅级）涉嫌

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蔡恺/制表 张常春/制图

保监会就险企发优先股征求意见

发行门槛：上年末净资产超10亿；近四个季度分类监管为A类或B类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顾潘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获悉， 保监会

正对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有关事项

征求意见。 险企发行优先股的门槛将

包括：上年末净资产超

10

亿元；最近四

个季度分类监管为

A

类或

B

类。

昨日有传闻称，中国平安将在第

一批发行优先股名单上。 证券时报

记者昨晚致电中国平安相关部门负

责人求证此事，但对方称尚未得到此

消息。

净资产需超10亿

据了解，保监会要求，收到征求意

见稿的保险公司，在

9

月

24

日前将意

见反馈给保监会财务会计部。

按照征求意见稿， 保险公司要发

行优先股， 除符合证券监管部门规定

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开业满三年；上

一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在

10

亿元以

上；最近四个季度的分类监管为

A

类

或

B

类；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制订了

完整健全的三年资本规划， 且得到有

效实施； 近两年未受到过重大行政处

罚，且没有正在调查中的重大案件；及

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等。

根据征求意见稿， 保险公司已发

行的优先股不得超过公司普通股股份

总数的

50%

，优先股募集金额不得超

过发行前净资产的

50％

。

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 可以采用

公开发行方式， 也可采用非公开发行

方式。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应当按照证

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向合格投资者

发行， 不得通过股息支付方式和股息

率，向优先股股东转移不正当利益，从

而损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可以设定可

赎回条款， 但必须在发行

5

年后才可

赎回。优先股还可设定利率跳升机制，

但跳升幅度不得超过

100

基点

(BP)

，

跳升的期间应当在发行五年后。

平安或有望首批参与

证监会今年

3

月份发布的 《优先

股试点管理办法》明确，三类上市公司

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 包括普通股为

上证

50

指数成分股的情况。 目前，中

国人寿、 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均属于上

证

50

成分股。

昨日有市场传言称， 中国平安正积

极准备参与发行优先股， 有望成为第一

批发行优先股的保险公司。 证券时报记

者就此致电中国平安相关部门， 对方表

示暂未得到相关信息。

据了解， 并非所有保险公司近期都

收到征求意见稿， 这意味着相关文件可

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 业内人士

分析， 由于征求意见稿对发行优先股的

主体设置了要求， 这使得最迫切需要增

资的中小保险公司暂时无缘参与发行。

近年来， 随着一批保险公司集团化

经营，补充资本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分

析人士称， 优先股将为保险公司融资提

供多元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