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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民企服务“步稳而质升”
“过去一年来，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行动更坚决、步伐更稳健、质效更明显。 ”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日前表示，该行聚焦战略、持续

发力，从客户精准服务、信贷规模支持、资金价格优惠、特色产品创新、科技信息引领等方面“提质提效”，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明确提出了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的六大方面政策措施，为
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 作为我国第一家主要
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成立
23年来，始终坚持民企战略不动
摇， 持续创新民企服务模式，支
持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在习近平总书记就民营经

济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民生银行
全力推进民企金融服务再上新
台阶。截至 2019年 9月末，民生
银行服务民营企业 24 万家，民
企贷款余额 1.5 万亿元，在全行
对公贷款中的占比超过 70%。同
时， 民生银行还通过债券投资、
同业投资等手段，满足了民企多
层次、低成本的资金需求。 截至
9 月末，该行支持民企的非贷款
类融资约 1700亿元， 比年初增
加近 300亿元，大大拓宽了民营

企业的融资渠道。
“民生银行将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继续脚踏实地做好民
企金融服务。 ”洪崎表示，面对金融
科技发展的新特点和民营企业金
融的新需求，该行将持续深化“民营
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整合金融资
源、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能力，
致力于打造民企金融服务标杆银
行， 全力为更多民营企业提供差
异化、智能化、综合化金融服务。

“服务民企要有持之以恒的
定力，做好民企服务正是我行始
终坚持的首要战略定位。 ”民生
银行党委书记、 行长郑万春表
示， 该行与民营企业“同根同
源”，始终牢记“为民而生、与民
共生”的企业使命，坚持把民营
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为广大
民营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
展动力。

基于同民营企业的天然渊
源， 民生银行在 1996 年成立时
就确立了“服务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战略定位

并且载入了公司章程。 23年来，
民生银行始终把服务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发展作为立行之本、发
展之源，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和服
务支持力度，持续为广大民营企
业提供了有力度、有深度、有温
度的服务。

2009 年， 民生银行董事会
修订《五年发展纲要》，提出了做
“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持
续强化民企战略，扩大民企服务
覆盖面， 提高民企业务占比。
2018 年 4 月， 民生银行董事会
又制定下发《改革转型暨三年发

展规划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了
做“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
的银行、综合服务的银行”三大
战略定位，并且将服务民营企业
摆在全行战略发展的首要位置。

总体上，民生银行的民企战
略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践行国家
战略，主动携手民营企业，切实服
务实体经济； 二是深入洞察民企
金融需求痛点， 深度参与民企战
略发展，做“懂你的银行”；三是集
全行之力，打造“民企金融服务之
家”，共同构建长期、信任、温馨的
价值增长和分享空间。

民生银行在深入调研中发
现， 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出现
了明显变化： 大型民企金融需
求呈多元化、综合化趋势，希望
通过金融助力业务转型和商业
模式升级； 中小企业融资、结
算、 财富管理等需求增强。 为
此，民生银行打造了分层次、精
准化、专业化、综合化的金融服
务体系， 并且根据企业规模大
小， 将民营企业分为大型战略
民企、 中小民企、 小微民企三
类，实行精准服务。

针对大型战略民企，民生银
行优选了 150 户总行级战略民
企和 500 户分行级战略民企，提
供资本配置、信贷规模、海外融
资及结算、专项财务、科技配套

等支持。 同时，配备首席经理、产
品经理、评审经理、风险经理、客
户经理“五位一体”的服务团队，
推出了规划布局、 高层会晤、工
单督办的团队作业“1+3”模式，
提升专业化、一体化、扁平化综
合服务，助力企业做强做优。

针对中小民企，民生银行持
续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程”，实
施“携手、生根、共赢、萤火”四大
计划，线上、线下批量获客，实现
分类管理、分层经营、递进开发，
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 授信、投
贷联动、 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
截至 9 月末，该行中小企业有效
户 3.85万户，较年初增长 29%。

针对中小民企融资抵押难
等问题，民生银行推出新供应链

金融模式， 目前已形成车销通、
医药通、建工通、佳酿通、家电
通、 政采通 6 个行业解决方案，
赊销 E、应收 E 等模式涵盖了融
资、结算、理财等综合化服务。 截
至 9 月末，该行供应链核心企业
226 户，较年初增长 143%；链上
企业 8474户，增长 74%。

针对小微民企，民生银行加
速推进小微金融 3.0 深化实施，
借助数据驱动、 线上线下结合、
大数据风控、 移动互联等手段，
围绕“1+1+N”小微企业生态圈，
开展全方位综合服务。截至 9月
末，该行“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
主”贷款余额逾 6700 亿元，户均
贷款约 160 万元，服务“小微型
贷款企业及业主”超过 40万户。

一年来，金融业多措并举，持
续发力，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得到明显缓解。 从民生银行来
看，截至 9月末，该行中小客群贷
款超 4300 亿元， 比上年增加近
60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该行非
抵押类贷款占比超过 55%，信用
类贷款占比增至 10%。

郑万春介绍， 在疏解民企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民
生银行主要采取了“加、减、乘、
除”四大举措，大大提升了民企
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是在信贷规模上做“加
法”。 民生银行优先保障民企信
贷额度供给， 不设贷款规模上
限，同时额外拿出 300 亿元专项
风险资产额度，定向用于民企客
户。 另外，成功发行了 600 亿元
小微金融债和国内股份制银行
首单 400 亿元永续债，夯实了支
持民营、小微企业的资本基础。

二是在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与优化流程上做“减法”。 针对民

营企业贷款，民生银行多次下调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同时配套差
异化的成本减免措施。 如在小微
金融方面，运用抵押、保证、信用
等信贷服务与定价，推广无还本
续贷服务等。 该行还全力疏通、
优化民企合作渠道，打造了跨部
门、多产品、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和业务格局。

三是在产品创新上全力整合
资源做“乘法”。 民生银行强化模
式迭代创新、平台开发延伸、科技
赋能三大抓手， 做深做透供应链
金融客群； 深入推行中小企业民
生工程， 提高中小业务数字化经
营能力；优化升级小微 3.0 模式，
巩固提升小微金融品牌优势。

四是在风险控制方面紧弛
有度做“除法”。 民生银行依托大
数据分析及全方位风控体系，消
除和减少风险隐患， 做到既不
“一刀切”惜贷，也不“一哄而上”
送贷，脚踏实地为民营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

“开展民企金融服务并非一
时之需， 而是要构建起长效机
制。 ”洪崎表示，民生银行将进一
步整合金融资源、 创新服务手
段、提升服务能力，着力实现民
企服务“提速、提质、提效”。

一是足额配资源。 民生银行
将不断加大民企资源配置和综
合服务支持力度，确保信贷支持
力度稳中有增；鼓励支持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支持民企集
聚优势明显的长江经济带、粤港
澳大湾区、环首都经济圈等重点
区域发展。

二是高效提客群。 民生银行
将强化民企客群分层分类，做好
民企客群扩容增效：大型战略民
企深入推广“1+3”模式，落实“五
位一体”综合化服务；中小型民
企持续加强理念模式落地推广，
加速新供应链金融模式落地。

三是精准施救助。 民生银行
将继续实施“一户一策”、“一户
一评”等差异化信贷政策，完善
大型民企纾困的评估、 决策机
制，以及民企融资成本管理的长
效机制，持续缓解民企“融资贵”
难题。

四是创新求突破。 民生银行
将积极响应民营企业多样化场
景需求，深入挖掘民营企业的痛
点、难点和甜点，创新升级产品
模式和业务操作平台，持续为民
营企业及企业家提供“融资＋融
智＋融商”服务。

五是精细增效能。 民生银行
将继续强化民企金融服务“样板
间”复制推广，升级民企综合服
务体系，优化民企客户资源配置
原则及方式，加快民企系统平台
建设升级，为民企健康发展提供
持久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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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用时代正式揭幕，具
有17年投资经验的天弘互联网
基金经理陈国光认为， 在科技
强国国策驱动下， 叠加5G龙头
产业链转移、国产替代等因素，

科技公司盈利将得到切实改
善，科技板块将成为未来两年A
股最 重 要的 投资 主 线之 一 ，
TMT板块或迎来较好的布局窗
口期。 其管理的天弘互联网基

金今年业绩表现抢眼。Wind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11月4日，该基
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近60%，排
名同类前百分之五。

经济信息银河证券及Wind数据显
示， 截至10月25日， 二级债基
（A类）年内涨幅达6.61%，高于
债基4.42%的平均表现。业绩加
持下， 今年前三季度二级债基
份额增长约570亿份， 增幅达
43%。其中，工银瑞信产业债年
内实现了8.3%的收益， 良好的
业绩也带来了基金的持续净申
购，其份额规模涨幅高达89%，
均远超同类平均水平。

作为长跑能力出众的明星
选手， 工银产业债的中长期业
绩表现得到了市场高度评价。
截至10月25日， 该基金成立六
年多以来累计回报61.22%，跑
赢业绩比较基准约30%， 年化
收益率达到7.53%， 且近两年、
三年、 五年的累计收益持续居
同类前四分之一阵营， 同时获
得银河证券三年期及五年期双
五星评级。 经济信息

近日 ， 日本 经济 产 业省
（METI）在东京举办TCFD（又称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峰会。华夏基金作为唯一受邀的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与多家全球
顶级资产所有者及资产管理公
司一起出席会议，并与日本政府

和企业代表一道探讨了投资环
节中气候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及
可行性。 华夏基金董事总经理、
QFII条线负责人潘中宁在峰会
的圆桌论坛上发表演讲，代表中
国资产管理机构向全球投资人
介绍了中国可持续投资（ESG投

资）的发展现状，以及在中国乃至
亚洲地区推动气候信息披露的必
要性、 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
并呼吁全球投资人达成共识与合
作。演讲获得了热烈反响，在各国
投资者中产生共鸣。

经济信息

基金资讯

股债“二重奏”唱响投资最强音
工银瑞信产业债年化回报7.5%

天弘基金陈国光：科技股投资主线已确立 看好5G产业链

关注全球气候问题，促进国内信息披露，华夏基金领跑中国ESG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