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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所探讨的方向是基于银行业发展情况的行业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目的是通过对银行业
的研究和分析,了解银行业的现状和未来。通过横向和纵向市场数据的定量分析、比较研究、评价和定
性信息,未来工业产业、未来趋势等相关意见和建议,例如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市场研究、行业分
析、战略决策参考。
[关键词] 银行业；发展情况；核心竞争力；定性评估；前瞻性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industry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nk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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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rectio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the
banking industry.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rket data, relevan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future industrial industries and future
trends, such as market research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dustr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Key words] bank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core competitiveness; qualitative evaluation; forward-looking
引言

例最高的。我国的企业和个人,特别是国

一个好的公司的关键是要有相应的

在这个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有企业,一直把五大银行作为主要资金

基本能力来建立一个商业模式。核心竞

银行业的发展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

来源。没有商业银行的全力支持,经济发

争力内容包括团队研发、企业管理模式、

注的热点话题,随着时代发展也必将愈

展是不可能的。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发展

财务战略等。在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各

发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立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类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优势是最重要

足银行发展情况的行业现状进行分析,

1.2行业投资价值

的因素之一。银行领导及其管理团队的

梳理和总结了学术界对此话题的讨论。

1.2.1商业模式

素质与公司的素质息息相关。先进的质

商业模式指的是公司提供什么产品

量可以大大提高行业投资价值。

1 银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1.1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

或服务,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或通过公司

1.2.3企业成长性

银行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中国

向谁收费以获得商业利益。传统银行的

企业的成长性专注于未来的增长,

银行业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这是2003

商业模式是利差竞争。关键是低成本的

从天花板理论看愿景。就成熟银行业而

年至今中国基于风险控制的银行监管的

存储容量、负载容量和高信用水平。这

言,较长的历史数据为该行业投资的大

新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达到了高水平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银行拥有政府

致价值提供了一些线索,从而有利于企

的发展,货币化进程加快,金融行业也经

信贷担保和廉价劳动力,这使得进入中

业成长性的发展。

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渐在经济领域

国的外国银行很难与它们竞争。一旦引

1.3行业投资风险

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因素

入存款保险,中小银行的偿付能力将受

1.3.1财务风险

都直接促进了银行业的快速增长和发

到质疑。

一旦投资者购买了这些股票,该公

展。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中国商业银行比

1.2.2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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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分机构类型)(年)

单位：亿元

统计年度
2016

机构类型
外资银行

总资产
29286

总负债
25566

2016

非银行金融机构

79311

64638

2016

农村信用社

79496

74798

2016

农村合作银行

4359

3996

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覆盖了全
国,而地方商业银行通常主要服务于地
区客户。
(3)抗风险能力上的差别
国家直接控制着国有商业银行,它

2016

农村商业银行

202680

187513

代表着中国最基本的银行力量。只要有

2016
2016

城市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282378
434732

264040
407970

国家的支持和支持,由于它的特殊性,它

(资料来源：国泰安 CSMAR.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情况)

可以很大,不会崩溃,所以风险抵抗能力
更强。而地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

表 1.2 全国银行间存单市场统计(季)

无法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提并论。
2.1.2中外银行业对比
(1)中外商业银行业务
从组织结构上看,外国商业银行具
有经营自主权,可以开拓市场,销售客户;
另一方面,中国实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
双重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主

(资料来源：国泰安 CSMAR.银行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

权,不允许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从盈利模
式的角度来看,外资银行的收入来源多

下跌。如果你想避免这种风险,你可以将

长逐月递增,由此可以推断出货币供应

种多样,包括处理、咨询和管理费用。我

你的资金存入银行,以避免财务风险,同

现在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代表了

行收入主要基于佣金,包括买卖金融产

时保留资金并获得利息。

银行业的供求关系稳中有进,有利于其

品的佣金、买卖私人投资产品和信托的

后续的发展。

佣金,以及一些资产管理费。

如表1.1所示,在2016年的统计中,
银行业各个类型银行的金融机构的总资

1.5行业竞争情况

(2)中外银行国际化程度

产总体来说大于其总负债,但银行业的

截至2020年,中国银行金融机构总

跨国财产的外国商业银行,外国投

总负债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定的财务

资产达到约320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总

资者可能成为银行股东通过资本集中投

风险,不良贷款的滋生也会影响各个银

资产约266万亿元,增长11%,达到244.54

资在股票市场和全球化特性和营销网络,

行的效益和未来的发展水平,带来一定

万亿元。中国网络营销早就和外国投资

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型国际银行合并,不

的风险。

银行的信贷成本不一定完整无损地适应

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份额。然而,中国的四

1.3.2市场风险

中国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在未来几

大商业银行已经进行了改革,并在国内

由于每天市场价格的不同,投资市

年,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抵抗外国贷款,

上市,只吸收了部分国际资本。

场价格经常波动。市场价格的波动受到

该行全面成熟、管理服务的全球营销网

经济、市场心理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络,将强劲的竞争威胁。

如表1.2所示,可见在2018年每个季
度全国银行间存单发行数量大致相当,

2 银行业整体的地位及发展
趋势

(3)中外网络银行业务发展
就范围而言,网上银行在我国的范
围太窄了。即使是网上购物,也应该是一
个与网上银行签署网上购买协议的网站,

较为平稳,由此可见在银行业金融机构

2.1横向对比

选择方面更少,服务内容单一。从深刻的

和银行间,市场风险其实并不是太大,但

2.1.1全 国 性 银 行 和 地 方 性 银 行

角度来看,国外网上银行产品的开发设

也应综合分析经济、市场心理和政治因
素对于市场风险的影响,从而及时做出
应变对策,降低市场风险给银行业带来
的负面影响。
1.4行业市场供求

对比
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在
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控股权的差别
国有商业银行在一般情况下由国家

计已经进入了大众车身定制阶段,由相
应的客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个性进行设
计;中国传统的商业银行缺乏网上银行
特有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2.2纵向对比

市场的供求关系是指贸易资产相互

直接控制,主要通过财政部或中国邮政

关联、供求关系密切的经济状况,而市场

集团进行控股;而地方银行的股东更为

尽管存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

则反映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国家分为供

复杂：地方政府控制着国有企业或其他

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等因素,上市银行

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以及供求平衡。

社会机构或企业。

不得不承受重大压力,但它们的净利润

如表1.3所示,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
120

(2)业务范围的差别

2.2.1定性评估行业现状

仍保持正增长。虽然疫情的爆发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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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货币供应量表(月)市场)

活动,真正实现排放数量限制网络的交
付期。创新运营模式,努力打造“一对一”
精准营销模式,提高客户运营程度,专注
提升销售点产能。开启了“法律+保险”
的新时代,在法律层面展示了高净值人士
在资产保存和继承领域的各种风险,使保
险真正成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3.2.2主管建设升级
制度经营。创造环境,激发学习《基
本法》的热情；管理者深入研究基本法,
发现其要点；在工作场所反复学习《基
本法》,进行《基本法》路演。
持续面谈。凝固季节开始时的访谈
动作,凝固季节期间的引导访谈间隙和
路径。
新人育成。加快现场培训,提供飞行

(资料来源：国泰安 CSMAR.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支持、监督和检查,并建立定量标准。激
整个银行业的发展,但该行业的净利润

3.1行业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发主管积极参与兼职讲师培训的意愿,

保持了正增长,大型商业银行在该行业

3.1.1队伍转型升级迟缓

负责实施新员工培训体系。

占据了主导地位。

客户经理严重缺乏销售点日常运营

3.2.3机制升级

2.2.2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的能力,同时也缺乏运营经理和出纳的

业务规范化机制。每个销售点每周

在不久的将来,银行业的趋势并不

能力,过度依赖公司运营,并且退出销售

至少一次网沙,财务管理团队每个人每

乐观。一方面,我们经济发展的外部挑战

等项目运营。10年团队经理及质保产品

月至少一次虚构会议,县分公司每周2-3

和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加。在过渡时期之

销售差,自我曝光能力差,加工速度晚,

次工作场所销售操作标准化操作。市政

后,世界经济的财富和权利将得到恢复,

完成进度远远落后于时间顺序进度。

公司每月至少举办一次高级别活动,对

这将需要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重大调整,

3.1.2主管推动体系不健全

《基本法》进行季度评估,对行政人员进

并增加国际市场对银行部门的竞争压

主管晋升制度不完善,缺乏整体措

行晋升,并开展各种特别奖励计划,以促

力。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的

施,银行制度尚未形成基本法的深层机

普遍意愿将会增强,贷款市场上现有的

制,管理人员应加强培训,主任只是一种

过剩资本可能会落入“流动性偏好陷

形式、面子,在项目中,基本法常态学习、

阱”。

职业培训、主管,导致抓主管促进不有效

然而,鉴于这些机会,供应方面和经
济方面的结构改革将开辟新的商业机会,
创新企业的出现将刺激商业银行的进一

形成,员工功能组合辅导培训组尚未发
挥实际作用。

进交付量。
增加策略机制。分阶段执行集中式
聚合项目,形成聚合策略机制。

4 结论
根据行业现状的分析结果,近年来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增长一直处于高

3.1.3岗位人员配置不强

水平、科技、政府干预和社会习惯,在一

市区机构分为银保险经理、银保理5

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业的发展,企业的

来爆炸性增长。中国将开放5G、超高压、

人及员工,再加上银保险渠道本身的特

核心竞争力、增长和商业价值、回报率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

殊性,能源有限难以监管。从事安全职位

水平,将决定银行的投资价值。各种风险

这些都是银行开发的重要且有利可图的

的人工作寿命短,存在工作经验不足、专

也存在并在任何时候影响着银行业的发

战略领域。

业资格差、人力发展人员的技能与职位

展。国有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中国银行

要求不匹配等问题。

和外国银行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此外,

步改革。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将带

因此,商业银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
战略,利用当前的金融技术的不断创新,

3.2前瞻性的观点和相关建议

尽管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疫情的

积极改变现有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

3.2.1经营模式升级

影响,但总的来说,它成功地保持了净利

不断探索新增量效益中保持优势,努力

不断推进“112”操作模式创建一个

润的正增长。至于银行业未来的发展,

成为未来最大的和最强大的国家。

每月安排每个月,每星期做每周的日程

商业银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战略,利用

3 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与
建议

设置阻止每天至少有一个关键问题,以

当前的金融科技创新,积极保护、修改现

确保有一个冲动每月、每周、每日奖励

有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不断探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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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

数据类型

字段标题

字段说明

1

SgnQuarter

Nvarchar

统计季度

YYYY-MM

2

DataSign

Nvarchar

数据标识

3

IssueShares

decimal

发行数

4

IssueVolume

decimal

发行量

5

SecMarkTradVolume

decimal

二级市场交易量

A=当季,B=累计(从当年 1 月份到统计季
度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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