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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银行的信用状况受对影子银行和地区依赖性的影响而存在分歧 

中国中小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直积极开展影子贷款活动(如另类投

资和表外理财产品)，并提供信贷以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这导致它们的业务增长强于大

银行而在银行体系中市场份额增加，系统重要性提高和信用状况分化。截至2018年5月

底，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占系统资产的18%和13%，而2007年底则分别为14%

和6%。截至2018年5月底，大型银行的市场份额从2007年底的54%降至3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影子贷款和同业活动的监管，令中国银行的资

本和流动性面临挑战。当表外理财产品的基础资产被纳入资产负债表时，银行可能会

出现资本缺口。对比大银行8%和城市商业银行11%的表外理财产品风险敞口，股份制银

行普遍有着更大的表外理财产品风险敞口（相当于2017年末总资产负债表内资产的

20%），可能面临更加明显的资本压力。 

中小银行在收紧银行间拆借的同时，在管理流动性方面也遇到了困难。截至2018年5月

底，它们从银行间同业拆借中获得了约23%的资产负债表内资金，其中包括来自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的资金。四大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和中国建设银行)在2018年5月底对银行间融资的依赖要小得多，为8%，因为它们的存

款业务更为强大。金融机构也为理财产品提供了资金，尽管它们在理财产品上的投资

从2016年底占理财产品余额的21%降至2017年底的11%。 

中国中小银行的信用状况仍与它们落户的省市的区域经济紧密相连，尽管它们迅速的

业务扩张已逐渐增加了地理上的多样化。股份制银行通常拥有更多样化的信用概况，

覆盖范围更广，拥有更强大的零售银行业务，而城市商业银行通常在本土地区拥有更

高的集中度。一些银行的经营策略可能受到当地政府股东的影响，并可能在特定情况

下放宽承销标准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 

  

 

 非评级市场评论 
2018 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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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总资产市场占有率 

 

 
 

更积极参与非贷款业务和表外业务 

与大银行相比，中国中小银行在非贷款业务上更为活跃，因为它们获得了更好的收益

并避免了监管贷款限制，比如之前对贷存比上限设定为75%(2015年取消)，以及在向特

定行业发放贷款方面的限制。截至2018年5月底，这些银行的股权和其他投资占其资金

使用的16%，远高于大型银行的2%。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其他投资是与信贷相关的另类

投资，其中包括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和理财产品。 

表2:人民币资金的使用情况 

  
 

中国的中小银行也通过向投资者提供理财产品，在表外风险敞口方面大举扩张，导致

财务杠杆水平上升。股份制银行占中国2017年理财产品市场的40%，城市商业银行占

16%。然而，我们预计，针对理财产品的监管收紧(旨在加强投资纪律，并打破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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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五月末系统总资产: 259万亿人民币)

注: 大型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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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隐性担保的做法)将抑制该业务，并迫使银行将影子贷款重新纳入资产负债表。 

表3:理财产品市场份额 

 
 

截至2017年底，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30万亿元。约75%的余额为非担保产品，属于

表外资产。债券、存款和银行间贷款等标准资产约占投资组合的68%。与此同时，通常

指影子贷款的非标准债务资产占16%。 

表4:理财产品投资资产分类 

 
 
 

需要新的资本来缓解潜在的缺口 
 

我们预计，中国各银行将继续寻求新的资本，以缓解影子贷款重返资产负债表所带来

的潜在资本缺口，并满足监管机构收紧的资本要求。中国的资本规则要求具有系统重

要性的银行在2018年底前将总资本充足率维持在11.5%或以上，其他银行则维持在10.5%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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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银行面临着潜在的最大资本缺口，因为它们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产品敞口是最

大的，在2017年底相当于它们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的20%。如果非担保理财产品计入表

内资产，到2017年底，它们的总股本与资产比率将下降1.1%，至5.7%(大银行为7.2%，

城市商业银行为6.2%)。城市商业银行和大型银行表外理财产品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小，

分别相当于2017年底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11%和8%。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末，

股份制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为12.3%，低于大型银行的14.6%和城市商业银行的12.8%。 

表5:理财产品风险敞口和资产权益比 

 
 

 

依赖批发性融资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 

与大银行相比，中国中小银行在吸引客户存款方面的劣势而更容易受到流动性风险的

影响。这导致了对更不稳定的批发融资的严重依赖，尤其是对银行同业拆借的依赖。

显著的银行间风险敞口也表明了潜在的传染风险，如果一家银行在银行间网络中倒闭，

可能会将问题扩散到银行体系的更大一部分。 

我们预估，到2018年5月底，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金约有23%来自银行间同业拆

借，其中包括来自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的资金。四大银行强大的银行体系和

广泛的网络分支机构成就它们庞大的存款基础。总体上比较稳定的个人存款占总资金

的40%，而中小银行的这一比例仅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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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人民币资金来源明细 

 
 

金融机构也是主要的理财产品投资者之一。然而，由于对银行间活动的监管收紧，自

2016年以来，它们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从2016年底占理财产品余额的21%显著下降至2017

年底的11%。个人投资者仍是主要投资者。他们在理财产品余额中所占的份额从2016年

底的53%显著增加到2017年底的67%。 

表7:按投资者类型细分的理财产品 

 
 

信用概况与区域经济相关 

中国中小银行的信用状况与它们落户的省市的区域经济紧密相连，为当地经济发展提

供贷款和金融服务是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相关程度和信用质量会因它们的经营、网

络覆盖、各自的经济状况和地方政府的影响而有显著差异。 

与城市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银行的信用状况普遍更为多样化，在更广泛的分销网络

的支持下，它们的地域覆盖范围更广，拥有更强大的零售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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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业务集中度通常较高，因为它们的大部分贷款业务来自于自己的家乡。截

至2017年底，例如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来自所在省份的贷款比例

达到各自贷款总额的70%以上。 

中国的中小银行通常由国家控股，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直接控股或通过国有企业

间接控股的方式持有股份，对各自的银行施加影响。例如，截至2017年底，兴业银行

由福建省财政厅持有19%，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国际

集团间接持有约3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股权。我们认为，一些银行的业务战略与其政

府所有者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放宽核保标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注：本报告为中文译本，如与英文报告有任何出入，均以英文版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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