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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和北京银行联合调研交流概要 

 

 

事件概述： 

近日我们与其他投资人士一起对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和北京

银行进行了联合调研，就一些重要问题与公司进行了沟通交流。 

 

我们的分析： 

 通过我们与三家银行的深入交流，预计 08 年银行业仍能维

持较高增长态势，09 年增速会有所趋缓，但仍能保持增长

的趋势。 

 很多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有意控制信贷风险，对贷款

行业有所调节，预计 08 年不良贷款率会保持稳定，不会出

现信贷质量全面下滑的局面。 

 目前银行业的利差全面上升态势已经有所改变，出现分化，

部分银行下半年利差或会在达到高点后慢慢回落，而利差的

分化主要源自各家银行资产负债项目的期限差异。 

 目前银行业的估值较为吸引，08 年动态 PE 在 13.83X、09

年 11.45X，08 年动态 PB 为 2.61X，09 年为 2.30X；而 08

年动态 PB 工行为 2.74X、民生为 1.93X、北京银行为

2.81X，估值已经趋向国际估值水平。但虑及宏观经济未来

的不确定、大小非减持给整个板块带来的解禁压力和投资者

心理层面的影响，我们维持之前对银行业“中性”的投资评

级。对公司的研究及评级我们将具体在随后的报告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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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工商银行股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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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民生银行股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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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北京银行股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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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 

概要： 

1． 存贷款业务稳步增长：公司从 1990 年到现在贷款增速一直保持在平均 10.2％左右，不良

率维持在 2.5％左右，即使在央行对贷款额度限制的情况下，预计 08 年仍将保持 10％左

右的贷款增速。08 年贷款贷款定价能力的增强使得工行上浮利率贷款占比不断提高，下

浮利率贷款不断下降。今年上半年存款增速有所提高，定期存款占比不断提升，目前活期

存款占比减小至 53％。 

2． 信贷质量保持稳定，拨备计提较充分：2002 年开始的数据大集中及严格的贷款风险控

制，使工行的信贷质量有所保证。公司预计 08 年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仍将继续下

降。公司表示，通过测算如果 GDP 增速在 8％以上，则不良率不会上升，只有 GDP 增速降

至 7％，不良率才会上升 1－2 个百分点。工行对于不良贷款的每类计提都是超过监管标

准之上提取，计提较为充分。同时公司及时调整行业贷款倾向，如对于出口型的纺织企

业，不再新发放贷款。 

3． 中间业务占比不断提高：工行中间业务近年来增长较快，在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截至

08 年 1 季末，已经提高至 15.9％。而其中只有 20％左右是与资本市场直接相关的，整体

中间业务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有限。公司的理财业务、银行卡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都有了

较大增长。 

4． 流动性仍然有保证：工行目前仍是资金的净拆出方，贷存比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目前

为 57％－58％，且 2009－2010 年将有大批重组债券到期，预计公司未来流动性仍有保

证。只要存款准备金率维持在 20％以下，对公司的业绩不会有很大影响。 

5． 四川地震对工行影响不大：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投保地震险的银行，目前初步估计

地震损失约 10 亿元，即便未来损失额有所上升，整体来讲，对工行影响也不大。 

6． 清晰的战略目标：工行对于未来制定了清晰的战略方针，力争今后 3－5 年打造最具赢利

能力、最具优势的银行。工行有意降低存贷款传统业务在市场的份额，努力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人民币做市商。 

注：工行已发布半年报预增公告，预计 08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在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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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 

概要： 

1. 宏观经济与银行联系紧密：目前大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歧较大。对于银行业来讲，08

年的盈利不会有很大影响，09 年开始业绩会有所下滑，但总体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对

于银行业来讲，GDP 增速只要保持在 8％以上，银行业稳定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 

2. 超储率仍保持一定水平：北京银行的超储率一直保持在 3％－4％，如果央行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至 20％以上，才会对经营有一定影响。超过这个限度，将影响公司的资产配置和

优势资金的运用。 

3. 公司贷款稳步增长，个贷发展较为缓慢：北京银行公司贷款占比较高，客户源较稳定。

今年开始贷款定价能力不断提高，新增贷款上浮占比上升较多，下浮占比不断减少。二

季度和三季度都会有重新定价贷款，上浮占比会继续增加，预计二季度 NIM 仍会有所上

升。存款总额中企业存款占比较大，且活期化趋势明显。但公司不想增加保险公司协议

存款，因为这部分利率较高，而且都为 5 年期以上。未来拟打算发行 100 亿元的金融债

充实流动性。北京银行从 1998 年才开始搞个人业务，个贷发展较为缓慢。分行开设后，

也都是先开展公司业务，选优势业务打头炮，对客户选择非常审慎。 

4. 信贷质量较好：公司完全靠自身能力消化历史包袱，降低不良贷款。30 个亿的历史遗留

不良贷款，没核销的目前已经都计提。公司近 5 年没有新增不良贷款，08 年仍能保证不

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拨备率高低不是反映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应该

更多的看资产分类。北京银行的拨备率已经基本反映了风险能力，08 年拨备率会有所提

升，但不会提高到很高水平。北京出口企业较少，这方面不良率不会大幅提高。公司房

地产贷款占比已经在不断下降。今年不良率依然能保持降至 2％以下。 

5. 9 月份的限售股解禁带来一定的股价压力：北京银行 08 年 9 月份小非解禁压力比较大。

公司通过交流，表示持股在一千万元以上 50％的股东没有减持的意愿。但公司股权比较

分散，27 多亿限售股中 7－8 个亿是自然人持股，预计减持压力不小。 

6. 中间业务发展良好：理财产品今年发展很好，一季度佣金手续费增长 140％，上半年非息

收入增长预计约 100％。08 年上半年已经超过 07 年全年的水平。一季度理财产品 58.43

亿元，全是公司自己设计的理财产品。发行的理财产品以稳健为主，资产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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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 

概要： 

1． 目前国内对于宏观经济过度悲观：国内对于宏观经济过于悲观，当下正是产业结构调整

的大好时机。银行放贷时还是有所选择，有所控制，目前大多数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并

不是银行的贷款客户。中国近十年通胀率平均 3％，而 07 年利差扩大近 100％十分少

见，可以说去年是奇异值，但 08 年保持 40％增长不成问题。 

2． 净利差可能会有所波动，净息差短期内仍将维持小幅增长：民生银行的贷款结构中按揭

贷款占比不大，重新定价的贷款占比不高，因此到 6 月左右，公司生息资产的利差滞后

增加效果已经基本释放出来。目前银行整体资金成本上升，活期存款定期化趋势比较明

显，公司目前定活比为 56/44，活期向定期转移了 8％左右。上浮基准利率贷款占比提

高，目前为 30％左右，下浮利率大幅减少，从 20％降至 5％左右，未来整体贷款利率进

一步上升空间不大。从长远来看，利差呈缩小趋势，年内如果实施对称加息，利差肯定

还会有所扩大，但非对称加息则有可能降低公司的利差水平，但银行的盈利能力不会受

到很大影响。公司由于事业部的改革，净利差会比较波动，但净息差短期内还会维持小

幅增长态势。 

3． 中间业务增长较快：民生银行中间业务增长较快，其中直接关联资本市场的业务只占 30

％左右，其他贸易融资业务约占 25％，投资银行业务约占 30％，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较

小。目前民生已发行信用卡 400 万张，卡均消费额约 6000 元，仅低于招商银行，信用卡

不良率保持在 2％以下，对应目前国际平均 7％的不良率，不良率较低。 

4． 不良率有所上升，部分源于事业部制改革：民生银行 07 年末不良贷款率为 1.22％，高于

三季度的 1％，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公司表明部分是因为事业部制改革，人员重置后对

资产进行重估，提前释放潜在风险，不良率因此有所提升，但关注类贷款有所下降。预

计 08 年公司不良率会有所下降，低于 1.22％的水平。 

5． 存款增加较快，流动性得到保证：民生银行的新增贷款季度占比符合央行对于贷款额度

的控制，08 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在全年的占比略超 50％。目前公司贷存比尽管较高，但资

金来源的多样化正逐渐淡化监管要求对贷存比的限定。民生银行 07 年同业业务开展较

慢，因此资金净拆入的资金成本较高，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08 年开始，公司与很多证

券及基金公司签订协议，第三方存款额不断上升，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吸储能力的

提高增强公司对准备金上调的忍受度，20％以下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公司来讲，仍然可

以维持正常经营。 

注：民生银行已发布半年报预增公告，预计 08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在 1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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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国海证券研究所的股票投资评级体系包括：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预计未来6 个月内，股价涨幅为３０%以上； 

增持：预计未来6 个月内，股价涨幅为５——３０%之间； 

中性：预计未来6 个月内，股价涨幅为为±5%之间； 

减持：预计未来6 个月内，股价跌幅为5%以上 

 

    重要提示：本报告所引用信息均来自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报告内容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

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

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本报告未经许可不得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