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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行业事业部成型 

 平安银行“平台战略”竞逐对公 
【参考信息】 

 在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与金融脱媒趋势的多重冲击下，平安银行上半年的

成绩表依然靓丽。最值得注意的是，平安银行 2014年上半年存款规模达 1.5万

亿元，半年新增存款约 3000亿，为去年全年增量的 1.5倍；其中新增对公条线

存款达 2417亿元，则已超过年初预估的 2000亿元。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称，该行实现对公存款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橙 E网等

平台批量获取客户，通过对客户现金流的管理，完成对其存款的留存。事实上，

对公条线除了贸易融资、国际离岸等业务大放异彩外，数个行业事业部的表现

亦可圈可点。 

 今年平安银行正紧锣密鼓地筹备设立现代物流、现代农业、健康医疗和文化产

业四大行业金融事业部，力争形成 7大行业事业部“通吃”产业链的模式。此

前率先成立的地产金融、能源矿产、交通金融三大行业事业部，在过去一年中

取得了稳定的业绩增长，并在创新业务方面屡试“头啖汤”。 

 截止 2014年 6 月末，地产金融事业部存款余额 429亿元，较年初增涨 147.91%，

贷款余额 678亿元，较年初增长 253.9%；管理资产余额 1248亿元，实现中间业

务收入 6.1亿元。而在产品端，地产“永续债”、土地一级开发基金、“股债

结合”及“分级设计”的资管计划、产业发展基金等多个业务领域取得较大突

破。 

 同期，能源矿产金融事业部存款余额 435 亿元，管理资产规模 1191 亿元，较年

初增长逾 120%；其中表内贷款余额 381 亿元，其他非贷款类资产管理规模 810

亿元，含贸融类表外资产余额 521亿元、投行类资产管理规模 289 亿元。据了

解，日前邵平、副行长赵继臣与山东能源集团、兖矿集团和山东黄金集团签署

了银企战略合作协议，拓展在煤炭、黄金等方面领域的发展。 

专题分析 



 

 3 

 去年 8月成立的交通金融事业部，业绩规模同样稳步增长。截止 2014年 6月末，

交通金融事业部日均存款 625亿元，表内外授信规模 1102亿元，非授信客户 3715

户，较年初增幅达 23%；对公客户 7429 户，较年初增长 17%。 

 据了解，邵平在制定事业部相关规则时，特别注意厘清分行和事业部的关系： 

其一，事业部不与分行争利，所有准事业部效益落在分行，实行双线计价。能

源、矿产等增量事业部中由分行划转的存量客户，实行双线计价；其二，分行

是事业部的协助方和服务方。分行负责事业部在当地的落地管理和服务、协同

营销等。在邵平的构想中，先把行业、产品、平台事业部的框架搭建起来是第

一步，也是夯实基础最关键的一步；而在下一阶段，则将由总行团队直达市场，

精确瞄准目标客户群并完成方案设计，总行负责市场规划，产品、业务流程、

风控等由总行事业部把关，分行层面则需确保强大的执行力。 

【分析点评】 

 在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与金融脱媒趋势的多重冲击下，平安银行依托“平

台战略”的搭建，7大行业事业部“通吃”产业链的模式，在对公业务的发展上

取得了靓丽的成绩。平安银行的实践为商业银行通过组织架构调整盘活存量资

源、有效利用增量资源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链接】 

 七大行业事业部成型 平安银行“平台战略”竞逐对公 

 
◆ 【尚福林：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 风险可控】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24日在第 18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表示，目前商业银行

整体资本充足率达 12.4%，不良资产率 1.08%，拨备覆盖率 263%，表明中国银行业资产

质量总体稳定，风险可控。 

尚福林倡议，各国共同推动建立简单透明的国际监管规则、公平竞争的国际监管环

境，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跨境银行监管合作。尚福林表示，近年来国际银行监管规

则复杂性不断增加，业界普遍反映监管规则过于复杂，特别是在资本、流动性等方面，

既增加了银行的合规成本，也影响了监管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阶段及市场深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4-09-26/168863521.html
http://bank.hexun.com/2014-09-25/168820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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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要充分考虑各国银行业体系的差异性，建立针对不同资产

结构、业务复杂程度、风险特性的包容性国际监管规则体系。 

他表示，希望国际银行监管界能够逐步减少对模型和计量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建

立和完善简单、透明、管用的监管规则体系，如简化计算方法和参数，减少计量模型假

设条件，采用杠杆率、存贷比等简单可比的监管指标，进一步简化和明确监管规则。 

◆ 【外汇局：沪港通不会对资金跨境构成重大影响】 

沪港通启动在即，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9月 25日召开今年三季度例

行新闻发布会，对于沪港通可能会存在的市场套利和机制套利的问题以及相关风险的应

对措施，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外汇局资本项目司司长郭松表示，资金到底是

“北上”还是“南下”，要看未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对 A股感兴趣还是港股感兴趣。

如果沪港通的机制能够把两个市场的差价填平，也是一个好的市场化特点。 

此前，为回应各界对沪港通准备工作的关注，上证所召开网络新闻通气会。针对有

媒体人提问沪港通存在套利空间的问题，上证所相关负责人称，总体上，沪港通交易机

制的套利空间非常有限，不会对市场和投资者造成风险。即便存在市场的盲目、非理性

套利，这种风险在额度控制下也非常有限。 

谈到制度套利，郭松认为，尽管沪港两地存在交易时间、交易日与涨跌幅限制不同

等制度差异，总体上来讲，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制度套利空间还是非常有限的。外汇局管

理监察司司长王允贵也表示，沪股通和港股通，总量的安排是匹配的，中央已经做了充

分的设计，不存在资金重大不匹配问题。在政策设计上，沪股通和港股通都是在封闭的

管道运行，不存在对跨境资金流动的重大影响。“如果一笔资金买了一个市场的股票，

卖出股票后也只能取回资金，不能进行任何其他投资”。 

来自香港证监会方面的消息也显示，沪港通启动将不会影响既有的 RQFII投资额度。

“由于境外投资者众多，部分机构投资者仍希望继续通过 RQFII投资于内地。RQFII不

会被沪港通所取代。”香港证监会投资产品部高级总监蔡凤仪表示。 

事实上，在沪港通“孕期”境外资金已经大举涌入。外汇局表示，近期 QFII和 RQFII

额度都格外紧张，正在与其他部门积极研究 RQFII 额度扩大等相关问题。“截至 8月末，

RQFII已经批了 2786亿元额度，而香港地区的 2700亿元总额度已经分配出去 2653亿元，

剩余额度所剩无几。”郭松称。 

◆ 【人民币定存香港最受欢迎 银行再现加息揽存】 

http://finance.qq.com/a/20140926/003279.htm
http://news.cnyes.com.cn/Content/20140925/KIXV9DRRLWZJ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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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月初多家香港中资行相继下调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后，近期，银行提高利率以

吸收人民币资金的情况再次出现，一度出现一天之内三家银行调升人民币定存利率的情

况。有机构发布调查报告显示，人民币定存成为过去 12个月最香港投资者受欢迎的投

资工具。 

香港信银国际近日宣布，现有客户存入 30万元人民币，1年定期存款，以渐进式分

4期派息，平均利率由 3%升至 3.05%；新客户以同一入场费及派息方法计，1年期平均

存款利率由 3.15%增至 3.1625%。单计 1年期人民币定存，信银国际存款利率攀至市场

第 4高，最高两家为交银香港及建行亚洲。交银香港一度连续 9天提高人民币定存利率，

9个月存期的利率高达 3.39%，同期限利率市场最高，且看齐 1年期定存利率。事实上，

交银香港自 9月 10日开始加息，当时特选客户的 9个月定存利率仅 3.09%。 

资产管理公司安硕最新发表的 ETF及中国投资意向调查报告显示，香港投资者以资

产计算，42%投资于港股、25%投资为存款、9%投资为外汇，8%投资为债券。人民币定存

是过去 12个月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54%表示有人民币定存，47%表示持有 H股。 

◆ 【银联国际进一步完善持卡人用卡服务保障体系】 

9月 25日，银联国际宣布携手全球援助供应商 AssistCard（爱思卡），将银联卡紧

急现金支援服务覆盖范围拓展到超过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逾 40万个服务网点。银联

卡（卡号以 62开头）持卡人出境用卡可享更多服务保障。 

此次推出的权益方案中，银联国际对紧急现金支援服务内容进行了大幅优化：一是

服务对象扩大，从境内银联卡持卡人扩大到境内外所有银联卡持卡人；二是权益涵盖更

多产品，从仅针对银联信用卡拓展到境内外发行的所有银联信用卡和银联借记卡；三是

服务网络延伸，将原来覆盖境外 196 个国家和地区、30万个服务网点，拓展到 2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四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的 124个城市、超过 1万家网点提供此服务。 

持卡人获得该服务的方式也很简便。当遇到卡片丢失、被盗等紧急情况时，可致电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银联免费服务热线或发卡行客服热线，申请最高等值 5000美元的紧

急现金支援。在验证持卡人身份并获得发卡银行授权后，持卡人可前往附近的服务网点

领取现金，或由银联安排专人为持卡人递送现金，最快可当天领取。 

国庆来临之际，银联国际还与中青旅合作，推出保险权益。即日起至 2015年 6月

30日，通过中青旅遨游网预定出境游线路，并使用银联卡成功在线支付的持卡人，可获

http://bank.hexun.com/2014-09-25/1688489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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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专属定制的银联“安心”意外险，包括航空意外、急性病医疗、住院津贴、意外伤残

等 8个险种的保险权益，每张卡片最多可享受每单 3个免费保险名额。 

◆ 【银行多渠道补血规模超 6000 亿 信贷扩张受限】 

尽管银行再融资不足为奇，但作为承担“输血”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资金平台，今

年银行资本金压力空前。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公告统计发现，截至 9月 25日，有 27家

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融资，规模达 3074亿元，仅 8月、9月就有 13家

银行招标发债募资。 

近期还有 6家银行陆续披露了优先股发行预案，计划的融资规模达 3400亿元。南

京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还公布了定向增发方案，分别将融资约 80亿元、65亿元、

32亿元，共计 177亿元。粗略计算，今年银行的“补血”计划已达 6651 亿元，规模几

乎是 2013年的两倍。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指出，“大家现在都希望有更多的银行贷款来为

国民经济服务，但是银行发放贷款是有风险资本约束的，有资本充足率的约束，现在银

行不断地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获得资本，就是要应付信贷不断扩张的需求。银行的利

润有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充实资本金，要作为未来信贷扩张的资本，因此，银行补充资本

金第一是要承担未来向社会进一步提供贷款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为未来经济出现坏账做

冲销准备。”前不久，从多地调研了解到，今年以来定向宽松的信贷政策背后，银行并

未增加贷款投放，究其原因，银行高管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期有控风险的需要，找到

好的信贷投放方向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方面是，资本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的

放贷动力。 

从银行目前的“补血”渠道来看，取代次级债之后，二级资本债成为最便捷的首选

渠道，并且发行量明显从二季度开始激增，8月份达到小高峰。市场研究机构莫尼塔公

司的最新报告指出，“至 2018年 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金缺口达 8000亿，商业银行总体

估计的资金缺口大约在 12000亿左右。2018年银行体系坏账比当前水平每高 1个百分点，

银行就需要 1万亿元左右的资金来核销坏账，如果到 2018年银行体系坏账率上升到 3%，

商业银行总体需要补充的资金可能在 3万亿左右。从这一角度来看解决银行惜贷和不良

的问题要经历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 【兴业银行联合搜狐焦点推 O2O“e购贷” 百姓买房不再为难】 

9月 24日，兴业银行与国内知名在线房产服务商搜狐焦点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双方

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并宣布将在全国 37个城市联合推出个人消费贷款产品——“e购贷”。

http://bank.jrj.com.cn/2014/09/26072118082864.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25/1314585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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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购贷”主要致力于解决购房人置业后房屋装修、家电家具采买、购车、购房税费等

的资金周转。从贷款申请到审批完成最快 5个工作日,目前最高审批额度可达 100万元，

年化利率最低 8%-9%，还款期限最长可达 8年。 

据兴业银行零售信贷部负责人介绍，“e购贷”申请用户可直接通过搜狐焦点网线上

平台提交贷款申请，获得申请资格后，申请人根据个人情况提交贷款额度，既可按需逐

笔支用，也可直接申请单笔贷款。接到线上申请后，兴业银行依据申请人信用状况、还

款能力进行审核，可为其提供最低 5万元、最高可达 100万元的个人消费贷款，额度足

以支撑购房人置业后的各类需求。此外，还款方式灵活便捷，可按月等额本息、按月等

额本金或按月付息、分期还本；在贷款发放 6个月后申请提前还款，不收取任何违约金。 

作为国内较早进行互联网金融布局的银行，在推出互联网个人消费贷款产品“e购

贷”前，兴业银行陆续推出钱大掌柜、掌柜钱包、直销银行等备受客户追捧的互联网金

融产品。据该行零售银行总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兴业银行与搜狐焦点的合作，通过

双方优势“基因”重组，将银行传统零售信贷业务与互联网进行结合，通过数据资源共

享和信息处理，为搜狐焦点网用户提供了申请便利、用途广泛的消费贷款，未来还可能

扩展到其他消费领域。 

◆ 【比亚迪与西安银行合作 6个月建立汽车金融公司】 

近日，比亚迪发布公告称，中国银监会同意比亚迪与西安银行在陕西省西安市筹建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据悉，该汽车金融公司的建立将有助比亚迪进一步打入三、

四线市场。 

截至今年 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已同比连续下降 12个月，与此同时，合

资品牌产品价格的下探，也威胁到了自主品牌赖以生存的三、四线市场；再加上国内汽

车金融市场被普遍看好的这个大背景下，自主品牌选择进入汽车金融业务。据统计，目

前国内已有 7家自主车企涉足汽车金融业务，包括奇瑞与徽商银行的汽车金融公司，吉

利、长城、江淮等自主车企也都选择同金融机构合作探索汽车金融。 

看好汽车金融的前景，比亚迪也筹划要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今年 5月 16日，比亚

迪与西安银行签署合资合同，新公司注资 5亿元，其中比亚迪出资 4亿元，占比 80%。

据比亚迪内部人士介绍，比亚迪与西安银行合资筹建的汽车金融公司，将为全国比亚迪

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购车金融贷款等相关一系列服务。 

http://auto.jrj.com.cn/2014/09/251450180789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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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比亚迪与西安银行签订跨界合作，就是迈出了汽车金融的第一步。比亚迪汽

车金融与西安银行合资，不仅更易融入当地市场、打入西北市场，还能巩固三、四线城

市的市场。随着购车消费者的年轻化趋势，汽车金融业务能给年轻人买车提供支持，尤

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帮助车企抢占这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