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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托管规模飙升  

余额宝模式为幕后推手 

【参考信息】 

 9月 21日“增速放缓”似乎已经成为银行业净利增长的“新常态”，然而上市

银行的中报还有很多亮点值得探究和解读。其中，中信银行托管规模的飙升尤

为市场所关注。 

 半年报显示，截至 2014年 6月末，中信银行资产托管规模 3.35 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 13116亿元，增幅 64%，较去年同期增长 18897亿元，增幅 129%；半年

实现托管收入 7.8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77亿元，增幅 93%。根据银行业协

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信银行托管规模增长 1.3万亿元，增量和

增速均位列全行业第一。 

 据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刘泽云介绍，从全球范围看，托管业务本身是银

行一个很好的特色业务，JP摩根、美国道富银行、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等

全球著名托管银行，托管业务收入均已成为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一般占到总

收入的 40%以上）。而中国资产托管业务开始于 1998年，历史相对比较短，市

场空间巨大。 

 该行目前总结提出了创新托管业务的三大平台模式—即电商平台、银行券商平

台和集团平台模式。其中，“余额宝模式”主要通过互联网支付机构销售基金

份额。在余额宝之后，中信银行先后营销并上线了对接京东“小金库”的嘉实

活钱包货币基金、对接百度和联通联合开发的“沃百富”富国富钱包货币基金，

以及支付宝平台第二期的长城淘金一号债券基金。“银行券商平台模式”系以

银行或券商作为货币基金的发起和销售方，通过以 T+0快速赎回为核心创新功

能，为客户提供余额理财的模式。中信银行“薪金煲”项目是该模式的领跑者。

此外，该行先后上线了对接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的创新型线上销售货币市场基

金。“集团平台模式”是以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发起人，以基金直销或第三方支

付公司作为销售方，对接货币市场基金实现集团员工代发工资及相关产业链资

金余额理财的创新业务模式。目前，中信银行已上线两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该类

货币市场基金产品。 

http://news.hexun.com/us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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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泽云表示，余额宝模式为该行托管规模的大幅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目前，

中信银行对与余额宝的合作流程不断优化：成立余额宝专业运作小组，与天弘

基金公司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提高清算、估值频率，满足客户需求；保证开户

时效；根据不同条件提高营运处理效率。 

【分析点评】 

 当前经济下行、银行业净利增速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中信银行通过创新托管

业务的三大平台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取得了良好成效，值得各家商业银行借

鉴。 

【参考链接】 

 中信银行托管规模飙升 余额宝模式为幕后推手 

 
◆ 【试点民营银行全部筹建 阿里谋小存小贷全网络化营运】 

9月 29日，银监会再公布两家民营银行获得筹建的批复：“同意在浙江省杭州市筹

建浙江网商银行”、“同意在上海市筹建上海华瑞银行”。至此，今年 3月份银监会确定

的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全部开始“动工”。7月份，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

起人,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泰、华峰为主发起人，在浙江省温

州市设立的温州民商银行，以及华北、麦购为主发起人，在天津市设立的天津金城银行

同时获得银监会批准筹建。而 9月 29日获批的两家，则是与上述三家同时出现在今年 3

月份银监会确定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名单中的“种子选手”。 

阿里负责筹建的民营银行，在首批获准筹建的名单中缺席，让更多人引发猜想。此

次获准，更多的细节终于落地。作为主发起人，小微金服表示，网商银行是一家互联网

商业银行，将立足于互联网，充分利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去服务草

根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拓宽网络商业的边界。小微金服副总裁俞胜法表示，小微金服自

筹备以来一直定位于做平台和生态，致力于用金融云技术、大数据去支撑互联网金融的

战略未来。网商银行作为小微金服生态的一部分，会采取全网络化营运，为电子商务平

台的小微企业和草根消费者提供有网络特色、适合网络操作、结构相对简单的金融服务

和产品。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4-09-30/168992726.html
http://bank.hexun.com/2014-09-30/168992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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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前申报计划的小存小贷模式也最终确定。据俞胜法介绍，网商银行会坚持小存

小贷的业务模式，主要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投融资需求，具体来说是指主要提

供 20万元以下的存款产品和 500万元以下的贷款产品。 

◆ 【首个央行省会支行明确放松限贷：南昌二套房首付降至 60%】 

9月 29日，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发布《关于调整南昌市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的通知》，进一步支持放松房贷。二套房首付从 70%降到 60%，即日起实施。这是首个央

行省会支行发文明确放松限贷。央行南昌中心支行表示，为促进南昌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应南昌市人民政府的请求，调整南昌市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各金融机构要

在 10月 10日前，书面报告执行情况。 

◆ 【银监会：商业银行要大力开发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业务】 

在近日举办的 2014 年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强

调，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深化改革创新，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大力拓展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和自助设备，开发新型金融业务。阎庆民说，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将发展从“规模速

度型”转向“质量内涵型”，对外提升银行的服务质量，对内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探

索新的经营模式，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和盈利渠道；主动革新风险管理手段，用现代信

息科技系统实现资产存量和增量的管理，并加快业务、产品、服务和技术的革新。 

在风险防控方面，阎庆民强调，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全力化解部分敏感行业风险，加

快不良贷款核销；注意平台贷款结构变化的风险；着力防范联保互保风险。据银监会统

计，截至 2014年 6月末，全国 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 18.52%，

同比上升 0.5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充足率 10.92%，同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 【二季度中国银行业资产增速加快 流动性总体充裕】 

银监会近期发布了 2014年二季度我国银行业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总体来看我国银

行业继续保持了稳健运行。截至 2014年 6月末，我国银行业资产达 167.2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5.9%，保持了较快增长。同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延续了上升态势，较第一

季度提高了 0.04个百分点，达到 1.08%。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拨备充足，盈利较

好，资本充足率较高的情况，银行不会因贷款质量恶化而发生信用危机。 

近期银行资产增速出现较快增长包括以下两方面主要原因：一是信贷增长较快。据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 5.74万亿元，其中仅 6

月份就增加了 1.08万亿元，同比多增 2165亿元，贷款的较快增长推动银行资产增速出

现反弹。二是非信贷资产也出现快速增长。6月末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速仅为 13.7%，低

http://huizhou.house.sina.com.cn/news/2014-09-30/08384492852.shtml
http://www.unbank.info/page/sid/1/pid/229/fid/38/item/876498.shtml
http://bank.jrj.com.cn/2014/09/29135018100032-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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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期银行业机构总资产 15.9%的增长速度，这表明银行非信贷资产二季度也出现了较

快增长。 

2014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 47.52%，较上季末上升 1.23 个百分点，

远远高于《商业银行法》25%的规定。存贷款比例为 65.40%，较上季末下降 0.49个百分

点。银监会已经发布了新的监管规定，自今年 7 月起对存贷比指标进行调整，因此 6月

份数据是最后一期按照原办法计算的存贷比数据。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 2.50%，较上季

末下降 0.03个百分点，总体保持平稳。与去年 6月份出现的“钱荒”形成明显对比，

本期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等市场利率总体低于一季度，银行流动性总体充裕。 

◆ 【坏账激增 香港银行业面临风险】 

在多年向中国内地扩大贷款后，香港银行业坏账水平上升，促使一些分析师担心香

港小型银行可能需要补充额外资本。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市场预期香港金管局将跟随美

联储在明年升息，且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挤压银行收益，香港银行业坏账水平可能上升。

穆迪亚太区金融机构部董事总经理 Stephen Long 表示，预计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香港

银行业面临更具挑战的环境。过去一年多来，穆迪一直维持香港银行业体系负面展望。 

因香港金管局采取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国客户利用香港的低利率从香港银

行业借款。去年香港银行体系资产中有 1/5是对中国内地的贷款，较 2012 年的 16%有所

上升。截至 7月份，香港银行业贷款总数同比增长 15.5%，自 2010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

21%，远高于香港经济增速。据香港统计局，香港去年经济增长 2.9%。虽然借款增长导

致香港银行业坏账上升，但香港金管局表示，香港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依然很低，仅 0.45%。 

截至 7月底，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东亚银行、大新银行、恒生银行和永亨银行

在内的香港五家银行给中国内地企业的贷款中，不良贷款率为 0.69%，远高于 0.31%的

整体不良贷款率。中银香港整体贷款中，不良贷款率为 0.29%，但对中国内地的贷款中，

不良贷款率高达 0.90%。因对中国内地的不良贷款率从 0.15%升至 0.59%，东亚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从 0.09%升至 0.44%。东亚银行约有 46%的贷款是贷给中国内地的。据 Macquarie

分析，汇丰银行的子公司恒生银行对中国内地的敞口较小，只有 10%的贷款是借给内地

的，其总体不良贷款率下降至 0.18%。 

香港规模稍大的银行虽然不会让自己的贷款账目看起来很难看，却也和小银行一样，

在近几年增加了对中国内地的敞口。渣打银行香港分行的不良贷款率从 0.43%上升至

0.49%。该行发言人表示，银行的贷款组合稳定，不良贷款率上升主要是涉及青岛港骗

http://sjz.house.sina.com.cn/news/2014-09-22/08492917541.shtml


 

 6 

贷案的那部分资金影响。分析师表示，香港的银行很容易受到中国深受打击的制造企业

和房地产相关公司命运的攻击，特别是小银行。Macquarie分析师 Ismael Pili 表示，

香港的小银行可能最终需要向市场寻求增资，当然不包括汇丰银行或渣打银行这类大银

行。 

◆ 【共建 共有 共享 共赢：兴业银行打造中小银行服务平台】 

9月 29日，兴业银行银行合作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华在"2014年中国中小银行发展高

峰论坛暨第三届最佳中小银行评选颁奖典礼"中发表了关于构建共建、共有、共享、共

赢为合作理念建设的银银平台的演讲。 

据王华称，银银平台致力于为全国中小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等提

供从业务、科技到金融产品的全方位服务。目前，兴业银行在支付结算、融资服务、资

本及资产负债结构优化服务、资金运用、资产管理以及科技管理合作输出方面都具有明

显的比较优势。通过三个极具特色的抓手——网络、平台和科技输出，银银平台已在全

国广泛地为中小银行服务。从三大产品的作用来看，合作银行通过加入银银平台结算网

络，可以将服务渠道延伸至全国，改善用卡、用折环境，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和品质，这

也契合国家大力提倡的发展普惠金融、践社会责任的理念。 

网络即结算网络，是兴业银行与合作行共同建立的为客户提供存取款转账服务的网

络。银银平台经过多年拓展，已形成覆盖全国主要省份和经济中心城市的庞大柜面互通

网络，联网合作银行达 235 家，涵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

农村商业银行等，连结网点数超过 33000多个。 

平台即“钱大掌柜”，是兴业银行通过整合行内外财富管理产品资源，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包括“掌柜钱包”、理财超市、银证转账、代理贵金属交

易、基金超市、信托超市等，未来还将引入更多合作银行的理财产品，其他优质资产也

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包装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销售，客户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购买更多满

足于自身需要的金融产品。截至目前，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理财产品销售量达 8500亿元，

其中“钱大掌柜”承担了 30%以上的销售额。 

科技输出方面，银银平台依托兴业银行在信息科技建设领域的优势，为合作银行及

其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提供信息系统建设和托管运维服务，信息系统建设高起点、高标

准，系统运行高效、稳定，全面提升合作银行金融信息化建设水平和 IT 治理能力，并

提供全程培训和业务指导，输出完整业务流程和解决方案支持。兴业银行目前已累计为

http://bank.hexun.com/2014-09-30/168995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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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90家城商行和村镇银行提供科技服务，签约客户已达 200多家，成为商业银行信息

系统最大的供应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 7月，兴业银行“面向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项目经银监会推荐，还荣获国家发改委 2014年云

计算工程专项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