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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银行家看经济转型 
——《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 年》精选 

巴曙松 牛播坤 余芽芳 

 

投资要点 

 近七成银行家认为未来三年中国 GDP 增长率处于 7.5%以下区间。消费和技术

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关于未来 3-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71.9%

的银行家认为将会是内需消费，69.5%的银行家选择技术创新。在所有的各

项改革中，银行家认为金融和财税领域的改革对经济增长潜能的释放是最重

要的。 

 走基层，县域、小城镇将是未来商业银行重点业务区域。房地产市场风光不

再，鲜有银行家认为 2015 年房地产价格、销量均会上升，这一趋势和前几

年的调查结论截然不同。在对下一步战略重点区域的调查中，选择“县域和

小城镇”的银行家占比（53.3%）有显著提高，仅比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

中小城市”的银行家（55.1%）少 1.8%，县域和小城镇成为商业银行又一重

点发展区域。 

 农林牧渔业连续第二年位居信贷投向重点支持行业之首，曾经的信贷重点支

持行业伴随着去产能逐渐支持力度减小甚至沦为信贷限制性行业，在银行重

点限制的行业中，房地产业连续三年高居首位，银行对冶金、造纸、纺织、

船舶制造业等行业的限制力度持续加大。 

 产业格局的变化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不仅体现在信贷结构的变

换，也体现在具体业务板块的发展方向上：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转向大众

化服务，个人消费贷连续两年位居重点发展业务之首，私人银行业务关注度

下降；资产证券化是银行投行业务的首要重点发展内容。 

 去产能压力仍将表现为 2015年不良率的持续上升。银行家对于“两高一资”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质量表示较高程度的担忧，

在 2013 年的调查中排在前两位的小微企业贷款（31.6%）和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贷款（25%）在 2014 年调查中分别下滑至第四和第三位。区域上，长三角

地区不良继续承压。银行家认为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回落（47.4%），以及

部分企业或地区涉足民间借贷或担保圈（44.7%）是不良贷款反弹的最主要

原因。 

 在资本输出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也将随客户“走出去”，未来三年国际

化仍主要布局在亚太地区，兼顾欧美和非洲地区，半数左右（50.9%）银行

家首选港澳台地区，业务推动从支付结算业务起步。 

 在银行领域吸引民间资本方面，虽然银行家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持积极态

度，认为其有利于引导民间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对现

有银行体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与民营银

行规模和定位较为类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被认为可能受到民营银行较大冲

击，其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预计是民营银行重点的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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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转型和发展的机遇、挑战，中国银行家对未来中

国经济金融的洞察值得资本市场参与者思考。在过去六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

编制本专题报告，该银行家调查报告由华创证券特约研究员巴曙松博士主持并负责项目的执

行与实施。 

一、银行家预期消费和技术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 

近七成银行家认为未来三年中国 GDP 增长率处于 7.5%以下区间。2014 年是三期叠加的背

景，新的改革阶段，处于经济和金融一线的中国银行家对经济增长亦有新的认识。对未来三

年中国 GDP 年增长率区间的调查结果显示：46.6%的银行家选择 7%-7.5%，26%的银行家选

择经济增长区间在 7.5%-8.0%，也有 18.1%的银行家选择 6.5%-7.0%，甚至有小部分银行家

认为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会在 6.5%以下，仅 3.8%的银行家认为增速将达到 8%以上。 

图表 1  银行家对未来三年中国 GDP 增长率区间的看法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消费和技术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 30 年，中国 GDP 的增长更多地是依赖投资拉

动。而关于未来 3-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71.9%的银行家认为将会是内需消费，69.5%的

银行家选择技术创新，58.6%的银行家认为制度变革红利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图表 2  银行家对未来 3-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看法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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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税领域改革对增长潜能的释放至关重要。就各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调查来看，

银行家认为金融体制改革（73.5%）、财税体制改革（68.5%）以及土地制度改革（57.6%）

将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图表 3  银行家认为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增长影响重大的改革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二、县域、小城镇是未来商业银行业务拓展重点 

房地产市场风光不再，鲜有银行家认为未来一年房地产价格、销量会上升。和 2013 年的调

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前景预期已经发生转向。在 2013 年 2 月，虽

然国务院提出“新国五条”，提出要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但是在 13 年下半年后一线城市房

价快速上涨。13 年的银行家调查显示 66.3%的银行家看涨一线城市房价，46.5%的银行家看

涨二三线城市的房价，87.3%的银行家看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销量，43%的银行家认为二三

线城市的销量将在未来一年内继续上升。但是进入 2014 年之后，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

超过四分之三的银行家认为各线城市的房地产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会上升。从销量看，

超过半数的银行家认为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房地产销量会下降；从价格看，87.1%的银行家认

为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持平或下降，近六成的银行家认为三线及以下城市房地产价格会下

降。 

图表 4  银行家对未来一年房地产市场的看法-2013  图表 5  银行家对未来一年房地产市场的看法-2014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3》，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县域和小城镇是又一发展新蓝海。源于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拐点的到来以及城市的分化，加之

银行家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与把控，未来县域和小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继经济发达地区

的中小城市后，又一个吸引银行家的亮点。2014 年较 2013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选择“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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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城镇”的银行家占比（53.3%）有显著提高，仅比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的

银行家（55.1%）少 1.8%。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快城镇化推进速度，2014 年 3 月 18 日，国

务院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进一步明确了推动县域和小城镇发展的

支持政策，为银行拓展新的市场区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图表 6  银行下一步战略重点区域-2013  图表 7  银行下一步战略重点区域-2014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3》，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三、信贷投向仍在结构切换中 

农林牧渔业连续第二年位居信贷投向重点支持行业之首。银行业每年的信贷支持重点和限制

性行业，清晰地反映了银行家对我国产业变迁和国家宏观政策的把脉。一方面，随着城乡一

体化和新兴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农林牧渔业行业连续两年位于信贷支持行业之首，同时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当前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曾经的信贷重点支

持行业伴随着去产能逐渐支持力度减小甚至沦为信贷限制性行业。 

在银行重点限制的行业中，房地产业连续三年高居首位，占比达 67.9%。在国家淘汰落后产

能、转变增长方式的政策导向下，银行对冶金、造纸、纺织等行业的限制力度持续加大；同

时在全球航运市场低迷及造船行业风险暴露的背景下，对船舶制造业限制日趋严格。 

图表 8  历年银行贷款投向重点支持的行业 

排序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1 农林牧渔 农林牧渔业 战略新兴产业 机械制造业 基础设施 

2 城市基础设施 物流业 物流业 物流业 电力、燃气和水 

3 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传播文化业 公路铁路运输 新能源 

4 物流业 城市基础设施 机械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 装备制造 

5 医药业 社会服务业 农林牧渔业 电力燃气业 物流 

6 传播文化 医药业 信息技术服务 商贸业 农业 

7 社会服务 传播文化业 石油化工业 信息技术服务 医疗卫生 

8 旅游业 商贸业 旅游业 社会服务业 教育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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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银行信贷重点限制性行业 

限制排序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1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2 冶金业 冶金业 造纸业 

3 造纸业 造纸业 纺织业 

4 船舶制造业 纺织业 建筑安装业 

5 纺织业 船舶制造业 住宿餐饮业 

6 建筑安装业 建筑安装业 船舶制造业 

7 机械制造业 住宿餐饮业 冶金业 

8 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业 食品饮料业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华创证券 

对于产业格局的变化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不仅体现在信贷结构的变换，也体现在

具体业务板块的发展方向上。 

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转向大众化服务，个人消费贷连续两年位居重点发展业务之首。在个

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的调查中，自 2013 年起，银行家对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的看法发生

了一定转变，个人消费贷在这一年成为业务发展重点的首位，且 2014 年也延续这一趋势；

而与此同时，私人银行业务的关注度在下降。上述调查结果反应了随着未来居民收入的持续

提升、中产阶级的崛起，居民的消费能力会逐渐增强，未来个人消费信贷的市场需求潜力较

大。 

图表 10  未来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2014  图表 11  未来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2012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2》，华创证券 

 

资产证券化是银行投行业务的首要重点发展内容。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放开，以及直接融

资创新工具的深入推广，各类投资银行业务逐步成为传统信贷业务之外的银行业重要收入来

源，成为中国银行业业务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方向。投行业务作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重

要来源，越来越受到银行家的重视。调查结果显示，资产证券化、结构性融资和债券承销分

别成为银行家优先发展的三类投行业务，占比分别为 44.7%、44.2%和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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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重点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四、助力客户“走出去”，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提速 

中国银行业随客户“走出去”。随着中国资本输出力度的提升，稳步推进商业银行国际化将

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战略取向。在对中国商业银行推进海外经营主要出发点的调查中，选择

跟随客户走出去的需要（59.3%），需要向国际市场学习（58.4%）和扩大盈利来源（56%）

的银行家接近六成，占比较高；此外，服务国家战略（37.1%）和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32%）

也是中国商业银行推进海外经营的重要考虑因素。 

图表 13  银行家推进海外经营的主要出发点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未来三年国际化仍主要布局在亚太地区。未来新兴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重点的拓展地区之

一，中国商业银行在东南亚、以及与中国有密切经贸联系且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如金砖国家等

具有较大的扩张空间；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成熟规范，国际化程度高，中国商业银行

加大在这些地区的布局，有利于提升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保持与国际主流银行的竞争力。

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海外布局仍以亚太地区为主，兼顾欧美和非洲地区。对于中国商业银行

未来 2-3 年国际化的地区布局，半数左右（50.9%）银行家仍首选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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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银行家认为未来 2-3 年银行国际化布局的

主要集中地区 

 图表 15  银行家在国际化进程中选择目标地时考虑

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2》，华创证券 

推动国际化从传统的支付结算业务开始。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开展的服务还主要是承

接国内客户的境外金融服务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资企业“走出去”步

伐相应加快，境内外联动业务获得较快增长，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也日益复杂。相关调查显

示，逾八成（83.8%）银行家首选支付结算业务推动国际化发展。不过，选择信贷业务和投

资银行业务的银行家也超过半数，两者占比分别为 54.8%和 52.1%。 

图表 16  银行家认为银行为推动国际化应该在海外开展的业务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五、民营银行放开对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冲击最大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利于降低金融体系风险。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相比，我国

的金融体系构成相对单一。在此背景下，银行家普遍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持积极态度，

49.4%的银行家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引导民间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相当一部分银

行家也认为民营银行在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信贷薄弱领域融资

难问题，以及激发银行业活力，降低金融体系风险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号                                                                                     9 / 13 

宏观专题 

图表 17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主要意义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小微贷款业务将受到来自民营银行的激烈竞争。民营银行必

将对现有银行体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调查中得到了印证，仅 11.2%的银行家认

为民营银行对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冲击不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与民营银行

规模和定位较为类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被认为可能受到民营银行较大冲击，分别占受访银行

家的 74.9%和 67.6%；但民营银行的设立对于仍占市场较大份额、各方面实力相对较强的大

型银行影响并不突出，仅有 10.6%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可能受到冲击。在可能受

到冲击的银行业务方面，75.4%的银行家都将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作为选择对象。 

图表 18  可能受到民营银行冲击的银行  图表 19  可能受到民营银行冲击的银行业务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2》，华创证券 

多数银行家对民营银行的发展前景持谨慎态度。对于民营银行的发展前景，银行家普遍持较

为保守的中立态度。46.3%的银行家认为发展前景“一般”，三成多的银行家认为前景“较好”，

而选择“十分广阔”、“较困难”和“十分困难”这种态度较为鲜明的银行家仅占不到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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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民营银行的发展前景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六、银行家对“两高一资”和房地产行业资产质量的担忧上升 

去产能压力仍将表现为 2015 年不良率的持续上升。银行家对于“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耗

能、资源性）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质量表示较高程度的担忧，分别有 73.7%和 65.8%的银行

家认为在 2014年及未来三年上述业务最可能出现不良率偏高的情况。而在 2013年的调查中，

排在前两位的是小微企业贷款（31.6%）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25%），这两项在 2014

年调查中分别下滑至第四和第三位。 

图表 21  2014 年及未来三年可能出现不良率偏高业务的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长三角不良继续承压。在区域层面，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成为银行家关注的重点区域，

分别有 51.3%、22.6%的银行家认为此区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良率上升的可能性最大，这

与当地经济结构中制造型企业、小微企业相对集中、风险传染性较大密切相关；此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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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担保链断裂风险和民间融资风险也是该地区不良率较高的诱因之一。 

图表 22  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不良率承压最大的重点区域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经济增速回落是不良贷款反弹的主因。针对当前不良贷款出现反弹的情况，银行家认为宏观

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回落（47.4%），以及部分企业或地区涉足民间借贷或担保圈（44.7%）是

不良贷款反弹的最主要原因；同时，部分企业扩张失速，资金链断裂，和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不良贷款反弹的重要原因之一，分别占到 43.9%、40.4%。 

图表 23  2014 年不良贷款出现反弹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14》，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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