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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倒逼银行，传统渠道急推余额理财 
【参考信息】 

 余额宝挟天量客户以及大数据优势，对传统金融偏爱的线下模式形成巨大冲击。

支付宝 2012年的交易规模已达到 1.86万亿，平台上已具备网银所具备的转账、

还款、缴费等基础功能，带给银行巨大危机感。余额宝之后，各类机构纷纷推

出活期宝、现金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形成“多宝”争食的局面。 

 另有 P2P 网贷平台、和讯“放心保”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出现，极大地

丰富和便利了广大投资者投资理财。很多此前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民间借贷，现

在正逐步转向 P2P 网贷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活跃的网络信贷公司数

量超过 300 家，而整个网络信贷行业去年的成交量超过 200 亿元；大量的闲散

资金，正通过余额宝的汇聚功能，源源不断输向基金公司；更多简单的保险产

品都可以通过网络搞定。 

 而银行有丰富的账户管理经验和强大的系统资源，而且具备其他机构无可比拟

的国家信用及资金安全保障，开发互联网业务仍然具有一些优势。7月，广发银

行推出了“智能金账户”，交通银行推出了“快溢通”。这两种业务与余额宝不

同的是，实现了非常重要的“自动”功能，即客户一旦开通业务、设定相应参

数之后，银行后台系统便能自动实现余额理财、比对信用卡账单--而这些要害

环节必须银行愿意开放端口和数据，余额宝则很难实现。 

 活期存款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在过去银行是不愿开放余额理财这类业务的。

但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让这场变革不得不提前进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灵活，

出于竞争需要，可能先于四大银行做出转变。这种分化不但体现在股份制商业

银行率先推出了智能金、快溢通，还体现在一些银行瞅准众多互联网金融新晋

企业的资金托管业务。有消息称，为了布局以后可能上线的一些业务，包括工

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都在激烈争夺托管银行资格，并为此对业务进行了改造。 

 

【分析点评】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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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客户和银行双方对物理网点的依赖性，也增加

了闲散资金的流动性，使得存款的在各机构之间的转移更为便利且低成本，但

对于网点不多的中小银行而言，未尝不是一个“逆袭”的机会。中小银行做余

额理财也确实好处多多，一则可以巩固老客户，二则可以吸引增量，同时还可

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此外，实施余额类理财的银行也存在先发优势，目前业

务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加大前期投入，抢占市场先机以获得用户粘性。 

【参考链接】 

 互联网金融倒逼银行 传统渠道急推余额理财 

 互联网金融“猛龙过江” 电子金融倒逼银行革命 

 ◆ 【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中国银监会 29 日宣布，已于近日发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强化资本治理

与风险管控，进一步明确今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指引》内容包括：规范董事会运作及董事履职要求；做实监事会职责；加强主要

股东行为约束；强化商业银行战略规划和资本管理；增加对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具体

规定，对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和透明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指引》指出，明确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评估、指导与干预职能；确保

《指引》与国际最佳实践同步，使用新的公司治理定义，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即银

行的公司治理应履行对存款人、雇员等的权利保护责任等。《指引》中还详细提出，如

果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或盈利水平明显恶化、商业银行监管指标没有达到监管要求，或者

出现其他重大风险，将严格限定高管绩效考核结果及薪酬。 

◆ 【7 月信贷预增 6500 亿 降准预期取决外汇占款变化】 

根据 7家机构预测数据，7月份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平均预测值为 6500 亿元，其中

最高的预计为 7000 亿~8000 亿元，最低则预测为 5000 亿元。同时，几家机构对全年的

信贷投放预计在 8.5万亿~9万亿元之间。根据央行的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

信贷投放规模已经达到 5.08 万亿元，其中一季度投放 2.75 万亿元，二季度投放 2.32

万亿元。另外此前有数据显示，7月份第一周，四大行贷款投放近 1700亿元，不过随后

贷款投放放缓，7月前三周四大行新增贷款约 2200 亿元，相较于 6月份有所下滑。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qq.com/a/20130730/00337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7/30/c_125086692.htm
http://gov.hexun.com/cbrc/index.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gov.hexun.com/pb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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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发布的 2013 年半年度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报告预计，从横向、纵向来

看，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大型金融机构为 20%，中小型金融机构为 18%，

有较大的下调空间。如果 7月份外汇占款仍然是下降的，央行可能会通过降准来释放一

部分流动性。 

◆ 【央行开展 170 亿 7 天期逆回购 缓解悲观流动性预期】 

7 月 30 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 7 天期 170 亿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4.4%。分析

称，尽管此次逆回购操作规模有限，但央行再度启用逆回购工具，释放平抑市场利率上

行信号，有助于缓解市场偏悲观的流动性预期。 

有交易员表示，在此番启用公开逆回购之前，央行已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对货币市

场利率进行调控，另外传言央行上周还对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定向资金输出，但效果仍不

明显，因此央行最终决定重启公开逆回购操作。 

周一，市场资金面持续紧张。尤其是跨月底的 7天、14天等资金供不应求，资金价

格涨幅最大。其中，7 天回购利率上行了 70 个基点至 5.12%；14 天回购利率上涨了 65

个基点至 5.52%。周一央行并未公布央票发行公告，周二央票继续暂停发行。这是央行

连续第六周暂停发行央票，本周公开市场因此有望实现净投放。 

◆ 【中国银行拟发行 600 亿元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中国银行 7 月 29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授权高级管理层在

境内外市场发行不超过 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包括但不

限于：向有关监管部门报批，确定境内外具体发行金额、发行时间、发行批次、发行条

款、工具利率，在触发事件发生时按照约定进行减记等，并签署一切必要的法律文件。

前述授权期限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据悉，中国银行 2012 年末资本充足率为 13.6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10.54%。今年

初实行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后，中国银行一季度末资本充足率为 13.23%，核心资本充足率

为 10.33%，略有下降。而在此前的 7 月 24日，招商银行推出 285亿配股再融资。今年

1月，兴业银行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236.71亿元。 

◆ 【银行严控地方政府项目 选择性放贷】 

地方债务审计风暴引发银行股大跌，不过“总体风险可控、有选择性地做”是目前

银行业对地方政府项目的普遍态度。监管部门也已经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控，各家

银行每个月动态统计汇报地方融资平台情况，避免出现重大违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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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是主要来源。2012 年底 36 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接近

3.85 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 78.07%，也即超过 3 万亿为银行贷款。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9.5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0.14%。银行对于政

府融资平台的态度进一步趋紧，不少项目地方政府获批后难以在银行获得贷款，资金达

到率低。不过，并不是地方政府贷款一刀切的拒绝，而是更加有选择性的放贷，调整的

行业、产能过剩行业都基本停止放贷。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称，目前银行的地方政府债务

基本属生产性负债，大都有对应的资产保障，总体风险是可控的。 

◆ 【银行悄然上调理财产品销售费 预留 500 倍涨价空间】 

近期广发银行、浦发银行等悄然上调理财产品销售费率，客户的投资收益遭到压缩。

更有个别银行在制定收费标准时，预留了近 500 倍的涨价空间。广发银行近期将理财产

品销售手续费大幅上调或许与 6月底银行理财产品的价格战有关。广发银行 6月行的预

期收益率高于 6%的非结构性理财产品有 46 款，占当月整个市场的 23%，因此后期不得

不通过降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提高销售费率来弥补银行的收益。 

部分银行在制定理财产品销售手续费率标准时，就早已预留出涨价空间，如广发银

行规定理财产品销售费率为 0.001%-0.5%，后者是前者的 500 倍之高。民生银行稳健外

汇理财管理费浮动区间为 0.02%-0.3%，相差 14 倍。还有的银行并未明确规定理财产品

业务的收费标准，仅表示根据产品的投资组合分别确定。而理财产品销售手续费属于市

场调节类，由于上述银行在制定收费标准时预留了涨价空间，因此，未公示就调价并不

违反监管规定。 

◆ 【渣打：料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未偿余额约占 GDP 总额 38%】 

渣打银行 7 月 28 日发表研究报告称，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的债务问题最让人担

忧。渣打估算，截至 2012 年底，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未偿余额在 19 万亿至 20 万亿元，

约占 GDP总额的 38%。 

  渣打认为，中国的土地交易好于此前人们的预期，这也将为地方政府提供“宝贵的”

现金流。但是利息支付数额将越来越大，信贷市场将不再那么热衷地方政府借款（地方

政府融资工具发行债务的限额越来越紧张），银行也被要求停止继续向地方政府融资工

具提供贷款（尽管他们仍在这么做），所以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将越来越困难。达到某

一极限时，地方债务问题将会爆发。 

◆ 【重庆银行赴港上市申请获办理 有望成首家 H 股城商行】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000/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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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证监会首发申报企业名单中，且选择拟在上交所上市的重庆银行，就同时开

始了筹备 H股上市的计划。随着该行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境外

上市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该行也可能成为首家登陆 H股的城商行。据证监会相关人士

透露，证监会正在办理重庆银行 H 股上市的申请，并对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表示了支持。

随着地方银行 A股上市的长期停滞，可能会有更多银行选择赴港上市。而此前重庆农商

行赴港上市后不俗的表现，也会为更多银行提供信心。 

除重庆银行外，徽商银行、上海银行及龙江银行等多家银行赴港上市的消息屡屡被

曝出。而今年 4月召开的徽商银行股东大会也审议通过了发行 H股股票并在港交易所上

市等相关议案。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除了审议相关 H股上市议案外，该行还将审

议 A股上市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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