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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上市银行共赚 9186 亿 增速继续下滑 

【参考信息】 

 昨日，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发布三季度业绩报告。前三季民生银行

集团（包括民生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33.14 亿元，

同比增长 15.63%。其中 7~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9 亿元，同

比增长 6.27%。翻查之前数据发现，民生银行业绩增速呈现放缓趋势。 

 浦发银行同样出现净利润减少的情况。浦发银行前三季度净利润 298.18 亿元，

同比增长 14.13%。其中，三季度净利润 104.32 亿元，三季度环比减少了 0.51

亿元。交通银行前三季净利润 487.06 亿元，同比增长 9.43%。 

 同时，存款总额也出现下降趋势。民生银行第三季度新增存款总额仅达到 57.11 

亿元。而浦发银行第三季度新增存款总额 671.26 亿元，环比减少了 563.54 亿

元。此外，不良率集体上升，其中浦发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从去年 2012 年的 0.58%

上升到今年上半年末的 0.67%，三季度末达到 0.69%。 

 农业银行三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 1380.37 亿元，同比增长

14.92%，位居四大行之首。中行净利润同比增长 13%，位列第二；建行、工行

增速分别为 11.56%、10.80%。 

 今年前三季度，16 家上市银行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21729.8 亿元，同比增长

12.96%，2012 年前三季这一增长率为 16.72%；共计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186.4亿元，同比增长13.04%，2012年前三季度这一增长率为17.43%。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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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13.56%，前三季度增速在二

季度的基础上仍在下滑。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表明银行的盈利增速仍难言

见底。 

 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曾在年中的股东大会上信誓旦旦，要浦发银行以投行业务

为引擎“跑步进入资本市场”。5 个月后，浦发银行以其三季报业务数据展示了其

“跑步”的速度：截至三季末，投行业务营业收入 253 亿元，其中，中间业务收

入同比增幅 130%。 

 公司业务管理部管理层人士杨琼称，浦发银行前三季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金额

破 1000 亿元，同比增加近 420 亿元，增幅 66%，主承销支数达 129 支，同比

增长 44 支，增幅 52%；浦发银行前三季直接股权基金托管在规模和组合数上

居同业第一，截至上半年末，该行股权基金托管规模 1442 亿元，托管基金组合

数近 350 个，均占业内 1/5 的份额。该行银团贷款余额、牵头银团签约项目金

额、银团手续费收入均排名股份制银行首位。 

 从三季报来看，银行转型成效显著，相对净利息收入增幅，16 家上市银行中间

业务收入表现更为突出。小银行，以北京银行为例，前三季度该行实现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 33 亿元，同比增长 79%；占比达到 14%，较年初提升 5 个百分

点。大银行，以工行为例，前 9 个月该行利息净收入 3276.36 亿元，同比增速

仅 5.22%。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955.03 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19.85%，远高

于利息净收入增长。中间业务增长趋势是相似的，增长业务的侧重点却各有不

同。大致来看，投资银行业务、理财、银行卡占据要位。而今年以来火遍神州

的互联网金融，银行也在积极参与之中。 

【分析点评】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000.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569.shtml
http://bank.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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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利率市场化加速和资本约束增强的外部环境下，银行业

难以继续维持过去几年全行业盈利高速增长的态势,转型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主

旋律。从目前财报数据显示，中间业务已经或正在成为各上市银行转型的重要

突破口。 

【参考链接】 

 前三季上市银行共赚 9186 亿 增速继续下滑 

 银行业绩增速放缓忙转型 汇金再度增持鼓劲 

 

◆ 【外汇局：RQFII 额度累计达 1396 亿元人民币】 

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已获批的 QFII 额度达 485.13 亿美元，已获

批的 QDII 额度达 811.82 亿美元，已获批的 RQFII 额度达 1396 亿元人民币。 

◆ 【14 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升至 4.3%下周逆回购规模或显著缩小】 

道琼斯报道，交易员透露，中国央行周四（10 月 31 日）早间进行人民币 160 亿元

14 天期逆回购操作，规模较周二的 7 天逆回购规模有所增加，中标利率 4.3%，较上次

的 4.1%升 20 个基点。 

分析师称，自上周下半周以来，银行间资金紧张，在这样的月末惯常紧张时点，央

行在周二重启逆回购操作后，周四继续进行 14 天逆回购意在平抑紧张局面；而随着下

周资金面预期的缓解，料逆回购规模将显著缩小甚至可能再次暂停。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qq.com/a/20131031/001181.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1031/001422.htm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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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月末马上过去，加之央行逆回购操作，目前资金紧张局面看似有所缓解，截止

9：53，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最新报 4.7%，14 天期品种报 4.5%，均有较大幅

度回落。 

◆ 【四大行不良贷款触及 2010 年来最高水平】 

据彭博报道，中国四大行第三季度的不良贷款增长触及 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五年来的信贷狂潮导致很多公司产量过剩、增长放缓。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行和中

国银行的坏账在第三季度上涨 3.5%至 3294 亿人民币。四大行的利润上涨至 2090 亿人

民币，其平均坏账率扩大至 1.02%。四大行在第三季度的利润增长 10.8%，为过去 7

个季度来最低水平。这几家国有银行至少在过去八年间连续实现创纪录收益。 

2013 年以来，先是高盛清空了所持有的工商银行股份，随后西班牙对外银行对中

信银行进行了减持。分析人士认为，这趋向性非常强的举动，一部分说明这些外资机构

正在努力契合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金的监管要求，另一部分也说明，这些外资机构不

再把中资银行当做优质资产。  

◆ 【交行浦发正在研究优先股 尚待监管层出台规则】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正在研究优先股事宜。不过，该项补充资本工具的产品推出，

尚待监管层制定相关规则。此前，浦发银行一直被市场认为将是首批参与优先股试点的

银行之一，而舆论认为优先股的推出将利好于银行股。 

“交行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对优先股、以及合资格的次级债发行进行跟进研究。”交通

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于亚利昨日在交行三季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者有助于银行

补充一级资本，而后者则有助于补充二级资本。浦发银行副行长穆矢昨日亦表示，该行

一直在研究优先股等资本工具的事宜，但是其相关规则还有待监管部门予以明确。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139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0939.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398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398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astock/ggcx/GS.N.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099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0998.htm
http://bank.hexun.com/jtyh/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000.s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ssyh/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765.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73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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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正在推进实施的巴塞尔 III 协议，给银行业提供了补充资本工具的较大选

择空间。不过，这些工具的使用还有待监管层制定相关规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上

而下地来推动。“优先股是相关部门正在考虑的银行资本创新工具之一，一定是在顶层设

计上来完成，而且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关于此产品的

相关规定。对于外界所传闻的浦发参与优先股试点的话题，他表示，监管部门在推动此

项产品的过程中，邀请了包括浦发银行在内的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国家相关部门

进行了讨论。“我们作为金融机构提了对于该产品的建议和看法。”穆矢说。 

其实，早在今年年中，浦发银行高层就称，浦发银行未来缺乏的不是核心一级资本，

也不是二级资本，如果有可能的话，将考虑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目前正在配合监管

部门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不良贷款阶段性压力上升 银行普遍加大清收核销力度】 

持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2013 年国内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阶段性

的上升压力。上证报资讯统计发现，截至 9 月末，工、农、中、建、交等五家国有大行

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上升。其中，工商银行不良余额增幅较大，不良贷款余额为 873.6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27.86 亿元。与此同时，尽管五大行拨备覆盖率仍维持在 217%

至 347%的较高水平，但多家银行较上年年末仍普遍下降。 

在股份制银行中，中信、民生、光大、兴业、招行等多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

出现“双升”，其中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31 亿元至 54 亿元。与五大行类似，股份行

拨备覆盖率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较上年年末亦普遍下降。 

就银行不良贷款爆发的地域、行业特点而言，新发不良主要集中于江浙，以及低端

制造业、批发贸易类等行业领域。然而，从三季报可发现，上市银行普遍加大了不良贷

款的清收核销力度，并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 建行、交行、浦发、兴业等多家银行普

http://law.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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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表示，将继续深入推动信贷结构调整，优化信贷结构调整。同时，各家银行对于现存

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也加大。 

◆ 【前三季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大增近八成】 

今年前三季，北京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 亿元，同比增加 10 亿

元，增幅 10%。截至 9 月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 1.21 万亿元，存款余额 8151 亿元，

贷款余额 5645 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 8%、14%和 14%，实现资产负债业务均衡匹配

发展。 

前三季度，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均超过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19 亿元，同比增长 15.29%；宁波银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44 亿元，同比增长 18.27%。 

从三家上市城商行三季报来看，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出现大幅增长。

前三季，北京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 33 亿元，同比增长 79%，占比达到 14%，较

年初提升 5 个百分点。其中，实现投行业务收入 12 亿元，同比增长 122%；实现理财

手续费收入 3.8 亿元，同比增长 245%。宁波银行前三季度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3.5 亿

元，同比增长 75%。 

◆ 【浦发“落子”伦敦 下一站北美】 

10 月 30 日伦敦金融城迎来新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SPD）当天晚上为其在伦敦

设立的首个海外办事处揭幕。“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浦

东发展银行将金融城作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的首个家，”伦敦金融城政策主席 Mark 

Boleat 说，“毫无疑问，这是 SPD 实现全球视野的重要一步，对伦敦来说也是很棒的消

息。已有超过 400 家中国企业在英国设立据点，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我们期

望所有人都在这里扩大业务，并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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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伦敦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高峡说，该行选择伦敦作为首个海外代表处，是综

合考虑了法律环境、市场进入壁垒、投资回报率、未来增长空间等因素的结果，伦敦的

金融业相对而言国际化程度更高，90%的交易都是国际业务，而且与中国的时差小于纽

约等其它城市。 

她称，设立代表处旨在更好地了解欧洲的金融环境，以便下一步建立欧洲子行或分

行；在欧洲建立据点之后，浦发银行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北美，最终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

服务。 

◆ 【多银行已停发磁条卡 4 银行开芯片卡免费】 

今年 7 月，央行宣布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全国性商业银行均要开始发行带有芯片的

金融 IC 卡，也就是俗称的“芯片卡”。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合

作行业领域，应全面发行“芯片卡”。此前，中国银联也表示，银行卡 IC 化已有时间表，

2015 年前不再发行磁条卡。 

各大银行目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芯片卡替换磁条卡的行动。记者昨日走访了广州市

内 14 家中资银行，多家银行都表示：“我们已经没有磁条卡了，现在发行的都是芯片磁

条卡。”不过，这些银行客户经理也表示：“如果客户强烈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办理。” 

记者从银行内部了解到，一张普通磁条卡的制作成本在 5 元左右，而一张芯片卡的

制作成本需要将近 20 元。尽管有银行内部人士表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卡量的越来

越大，芯片卡的成本会逐渐降低。不过，目前芯片卡推广的主要难题仍是成本问题，不

少市民在办卡时也担心银行转移成本，比较难接受芯片卡相对较高的工本费。 

目前银行对芯片卡的收费标准差距甚大。建设银行的客户经理即告诉记者，芯片卡

的工本费是 20 元，但目前银行在推广期，采取免费措施。同样免费的有民生银行、浦

发银行和兴业银行。有银行则对芯片卡采取等同磁条卡的收费标准，如工商银行、农业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0939.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198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600000.shtml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600000.shtml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601166.shtml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139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12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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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招商银行的芯片卡工本费分别为 5 元、10 元、10 元，与其磁条卡的收费标准相

近或一样。中国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开办芯片卡的工本费是 10 元，交通银行的

需要 20 元。中信银行的收费标准没有采取“一刀切”，而是按照银行卡的等级逐步加大优

惠力度，其开办普卡芯片卡需要 20 元，金卡芯片卡为 10 元，白金卡客户则可以免费。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3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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