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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发展现状及信用风险展望

摘要：从 2014 年首家民营银行筹建开业以来，我国民营银行总体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

好。本文从民营银行发展现状入手，对民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以及信用等级变化情况进

行了梳理，并通过监管政策、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水平五部分对民

营银行的主要信用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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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荣栋

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现状

（一）筹建及开业情况

自 2014 年首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开业以来，

我国民营银行总体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好。截至

2017 年末，我国共有 17家民营银行，其中 9家于

2017 年开业（见表 1）。

另一方面，随着2016年银监会对筹建民营银行

股东资质门槛要求上升，以及要求民营银行最低注册

资本提升至20亿元，民营银行申报热情有所降温。

据民营银行筹建申请辅导咨询机构中商产业研究院统

计，2013—2016年，民营银行核名数量分别为55家、

116家、146家和178家，但2017年下降至141家。

2015年以来，已有超过20家公司公开披露退出民营

银行筹建。同时，2017年没有民营银行获批，审批

政策有所收紧。

（二）资产规模及盈利情况

得益于业务的较快发展及开业数量的增加，民营

银行资产规模和贷款规模实现较快增长。截至2017

年末，民营银行总资产规模为3381.40亿元，同比增

长85.22%；各项贷款余额为1444.17亿元，同比增

长76.38%。在净利润方面，2017年，民营银行总计

实现净利润19.67亿元，是2016年的2.09倍。

同业存单发行以及信用级别变动情况

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相比，未经监管机构批准，

民营银行无法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存款能力

相对较弱，大多数通过同业负债等来进行规模扩张，

对发行同业存单融资需求强烈。

2017 年，民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总量大幅

增长，共有 4家民营银行发行同业存单，发行量

达到 856.40 亿元，同比增长 226.48%。其中，

微众银行发行量为 224.30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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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50%；网商银行发行量为 527.50 亿元，同比

增长 126.88%；华瑞银行发行量为 91.60 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1208.57%；民商银行发行量为13.00亿

元，同比增长333.33%。

从发行期限来看，微众银行以6个月和1年为主，

网商银行以1个月为主，华瑞银行以3个月和6个月

为主，民商银行以1年为主。截至2017年末，民营

银行同业存单余额为231.10亿元，其中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华瑞银行、民商银行余额分别为171.70

亿元、20.00亿元、14.6亿元和8.0亿元（见图1）。

从信用等级来看，截至 2017 年末，已有 4家

民营银行披露信用等级，其中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

均为AA+，华瑞银行为AA，民商银行为AA-。从

信用级别变动来看，2017 年，微众银行和网商银

行信用等级均由AA调整为AA+。

信用风险特征及展望

2017 年以来，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及监管的

不断加强，民营银行信用风险特征有所变化。

（一）银行业监管将继续加强，民营银行业务

开展将更加规范，业务有望回归本源 

2014 年，银监会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

2015 年 6 月，银监会发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

展的指导意见》，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准入条件、

许可程序、稳健发展、加强监管、营造环境等七方

面做出部署，民营银行筹建由试点转为常态化设立。

2016 年 12 月，银监会出台《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

指导意见》，从明确发展战略、落实审慎经营规则、

加强股东监管、完善监管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民营银

行作出要求。2017 年以来，防控金融风险受到进

一步重视，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多个监管文件，重点

表 1 截至 2017 年末我国民营银行经营情况

名称 获批时间 开业时间
注册资本

（单位：亿元）
主要股东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简称微众银行） 2014.7 2014.12 42 腾讯、百业源投资、立业集团等

温州民商银行（简称民商银行） 2014.7 2015.3 20 正泰集团、华峰氨纶等

天津金城银行（简称金城银行） 2014.7 2015.3 30 华北集团、麦购等

上海华瑞银行（简称华瑞银行） 2014.9 2015.1 30 均瑶集团、美特斯邦威等

浙江网商银行（简称网商银行） 2014.9 2015.6 40 蚂蚁金服、复星、万向三农等

重庆富民银行（简称富民银行） 2016.5 2016.8 30 瀚华金控、宗申集团、福安药业等

四川新网银行（简称新网银行） 2016.6 2016.12 30 新希望、银米科技、红旗连锁等

湖南三湘银行（简称三湘银行） 2016.7 2016.12 30 三一集团、汉森制药、永清环保等

安徽新安银行（简称新安银行） 2016.11 2017.11 20 南翔贸易、合肥华泰、金彩牛实业等

福建华通银行（简称华通银行） 2016.11 2017.1 24 永辉超市、阳光控股、兴横投资等

武汉众邦银行（简称众邦银行） 2016.12 2017.5 20 奥山、当代、壹网通科技、钰龙

北京中关村银行（简称中关村银行） 2016.12 2017.7 40 用友网络、碧水源、光线传媒等

江苏苏宁银行（简称苏宁银行） 2016.12 2017.6 40 苏宁云商、日出东方等

山东威海蓝海银行（简称蓝海银行） 2016.12 2017.6 20 威高集团、赤山集团、迪尚集团等

辽宁振兴银行（简称振兴银行） 2016.12 2017.10 20 荣盛中天、天新浩科技、沈阳启源等

吉林亿联银行（简称亿联银行） 2016.12 2017.5 20 中发金控、三快科技等

梅州客商银行（简称客商银行） 2016.12 2017.6 20 宝新能源、塔牌集团、喜之郎等

数据来源：银监会、各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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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银行业乱象中最突出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

表外业务，推动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经营

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可以预期，2018 年银行业监管将继续加强，

一系列推动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回归本源

的相关制度文件将继续出台和实施，对金融行业的

监管将更加全面、有效和统一；同业业务、理财业

务以及表外业务等方面的监管将会进一步加强，违

规乱纪现象将会得到进一步整治。预计 2018 年，

民营银行业务开展将更加规范，业务有望回归本源。

（二）民营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处于较

低水平，资产质量较好，2018 年民营银行不良贷

款率有望保持较好水平 ；民营银行拨备覆盖水平很

高，抵御信用风险能力很强

2017 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6.9%，总体保持

平稳增长。不过，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

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仍存在困难。预计2018年，

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但部分资源依赖型

省份经济增长乏力，上述地区民营银行或将面临一

定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

民营银行整体成立时间较短，贷款信用风险尚

未全面暴露，不良贷款余额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同

时，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依托股东腾

讯、蚂蚁金服、银米科技等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贷

款客户进行筛选，从实施效果看，有效将不良贷款

率控制在良好水平。截至 2017 年末，民营银行不

良贷款余额为8亿元，同比增长63.81%；不良贷款

率为0.53%，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远低于商业

银行1.74%的平均水平（见图2）。

另一方面，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部分地区产

业结构调整影响，民营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有可能进一

步增加，但不良贷款率有望继续保持在较好水平。

在拨备覆盖水平方面，民营银行贷款损失准

备计提充足，拨备覆盖水平很高，抵御信用风险

能力很强。截至2017年末，民营银行拨备覆盖率为

697.58%，同比大幅上升215.21个百分点，大幅高于

商业银行181.42%的平均水平。

（三）民营银行净息差较高，但由于开业时间短

利润少，盈利能力仍较低 ；预计 2018 年，民营银行

净息差将有所下降，但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在业务定位方面，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

银行等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业务；华通银

行、众邦银行、苏宁银行等主要通过“线上+线下”

开展业务；民商银行、金城银行、华瑞银行、富民

银行等主要通过线下开展业务。民营银行大部分贷

款客户均以中小微企业及个人为主。相较于大型企

图 1   2017 年民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总量及截至 2017 年末同业
存单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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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年民营银行资产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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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贷款，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贷款利率更高，同时线

上贷款银行选择客户空间更大，利率较线下更高，

民营银行从而获得更高的净息差。2017 年，民营

银行净息差为 4.52%，远高于商业银行 2.10% 的

平均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 2017 年新开业的 9家民营

银行经营时间较短，实现的净利润仍较少，导致整

体资产利润率较低。2017年，民营银行资产利润率

为0.76%，同比上升0.04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商业

银行0.16个百分点。

随着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2018 年民营银行

净息差将会有所下降，但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同时，

随着新开业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民营银行净利

润水平将进一步上升。预计 2018 年，民营银行资

产利润率有望上升，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四）民营银行资金量充足，流动性比例较高；

民营银行同业业务将受到一定压缩，流动性水平将

有所下降

由于部分民营银行开业时间较短，资金量充足，

从而民营银行整体流动性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截至

2017 年末，民营银行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期

末余额 / 流动性负债期末余额）为 98.17%，大幅

高于商业银行 50.03%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部分民营银行对包括同业存放、

同业拆借、同业存单、卖出回购等在内的短期批发

融资方式依赖性较大。随着同业业务监管的不断加

强以及资金成本的上升，民营银行特别是网商银行

和微众银行通过滚动发行同业存单进行同业融资的

模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2018 年，民营银行同业

融资将受到一定压缩，进而导致流动性比例等指标

有所下降，但整体流动性资产仍较为充足，流动性

比例仍将处于较高水平。

（五）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但随着业务

的进一步拓展，2018 年民营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将

有所下降

由于业务开展时间较短，对资本消耗有限，民

营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 2017

年末，17家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金合计达到476亿元；

资本充足率为 24.25%，远高于商业银行 13.65%

的平均水平。

但另一方面，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民营银

行的资本有所消耗。2016年 8月，随着资本充足水

平的降低，微众银行进行资本扩股，注册资本由30

亿元变更为42亿元。预计2018年，民营银行资本

充足水平将会有所下降，但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对

未来业务开展仍会形成一定保障。

结论

预计 2018 年，银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加强，民

营银行业务开展将继续回归本源；不良贷款率将有

所上升，拨备覆盖水平仍将保持很高水平；净息差

将继续处于较高水平，盈利能力有望增强；同业业

务将受到一定压缩，流动性水平将有所下降；民营

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将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业务的

拓展将有所下降。预计 2018 年，我国民营银行信

用风险展望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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