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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郵儲銀行實現中間業務收入114.29億元，
同比大幅增長37.86%。副行長張學文表示，近年來，
郵儲銀行一直把發展中間業務作為戰略性業務來抓。
從2016年上市到2020年，近5年的中收年均複合增長
率超過12%，增速領先同業。

張學文具體介紹了該行中收業務發展的幾個亮
點，其一代銷業務快速發展，代理保險業務凈收入
增長達 94%，代銷資管計劃凈收入同比增 322%，發
展勢頭喜人。其二信用卡業務實現穩步增長。期
內，新增發卡規模同比增長43%，消費交易規模同比

增長17%，手續費凈收入同比增長22%。另外，託管
業務也上了新台階。公募基金託管規模同比增長
77%，帶動手續費收入增長達25%。張學文表示，該
行將繼續發力中間業務收入，力爭全年增速達到20%
以上。

郵儲銀行的負債業務在同業中具有比較明顯的優
勢。今年6月21日，國內商業銀行通過自律機制調整
了存款定價政策，由原來的上浮倍數改為加點，這對
該行的負債成本優勢有何影響？張學文表示，郵儲銀
行有6.3億個人客戶、近4萬個遍布城鄉的網點。依託

這些資源稟賦，該行形成了 「兩高一低」的負債優
勢。在負債業務中，存款佔比高，達95%；在存款業
務中個人存款佔比高，達88%；付息負債成本較低，
上半年為1.65%。

他進一步表示，存款定價政策的調整總體是引導
降低銀行業的付息成本，郵儲的存款佔比高，受益
面更大。未來將通過促進個人綁卡活卡，大力發展
清算結算業務，利用渠道優勢發展 「代」字頭業
務，以及加快財富管理體系建設升級等具體措施保
持負債優勢。

郵儲銀行2021年中期業績亮點紛呈

緊抓鄉村振興戰略機遇 打造核心競爭力
先進的企業文化是企業基業長

青的保證。在8月30日召開的中
國郵政儲蓄銀行（1658.HK，
601658.SH）業績發布會上，董
事長張金良介紹，該行收集了全
行16萬份調查問卷，深入調研走
訪，研究標杆企業，提煉出了簡
單清新、陽光透明、積極向上的
企業文化，既傳承百年郵儲的優
秀基因，又具有前瞻視角，符合
行業趨勢。
郵儲銀行中報封面上由員工笑

臉組成的2021，讓人耳目一新，
不僅讓大家看到郵儲銀行的朝氣
蓬勃，也看到了管理層對行內人
才的重視。成立14年位列 「全球
銀行1000強」 第15名的郵儲銀
行是如何練成的？記者帶大家一
探究竟。

文/鄧建樂

「企業戰略規劃能否落地，既取決於規劃本身是否
科學務實，也取決於制度的保障、機制的完善，更取
決於是否有一個良好的企業文化來引領。伴隨着改革
開放成長壯大的郵儲，就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朝
氣蓬勃、蒸蒸日上。」張金良在業績發布會上如是說
到。

「發簡明的文，開有用的會，說簡潔直白的話」
「職務不等於權威，創造價值才會被尊重」 「深入

市場，貼近客戶，脫離一線只能是紙上談兵」……
該行企業文化理念體系中的 10 條 「郵儲人共識」在
業內引發共鳴。張金良表示， 「這套企業文化理念
體系凝聚了歷代郵儲人的智慧和汗水，承載了新一
代郵儲人的期許和理想，是全行發展歷程中積累的
精神財富和無形資產，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價值引領
和行動指南。」

關於中報封面上由員工笑臉組成的2021，張金良介
紹，裏面匯集了各個業務條線員工的笑臉，包括一些
優秀模範代表，如 「全國勞動模範」拜麗，一名優秀
的理財經理；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馬沛祥，
探索 「蔡川模式」助力寧夏蔡川村脫貧致富；北京香
山支行行長劉玉萍，帶領員工常年為聽障群眾提供手
語服務； 「郵儲銀行巾幗建功模範」鄧萍，金融科技

領域的領軍人才。
市場對郵惠萬家直銷銀行非常關注，張金良表示，

「郵惠萬家」是郵儲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抓手。郵政集
團和郵儲銀行有龐大的線下物理網絡，有4萬個金融
網點、60萬個郵樂小店、40萬人線下隊伍。通過直銷
銀行的設立，郵儲銀行可以將金融服務嵌入到商戶、
消費者等生產生活場景當中去，使服務更加智慧、貼
心、便利。

「今後，線上的智能化服務和線下有溫度的面對
面服務是郵儲銀行最大的特色和核心競爭力。」張
金良表示，過去，扎根縣域、連接城鄉是郵儲的金
字招牌；如今，科技的力量使得線上線下深度融
合。郵儲銀行致力於打造前台敏捷、中台強大、支
撐有力的數字生態銀行，提升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和
可持續性，構建 「無我」 「無界」 「無形」 的場景
化金融服務。

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張金良表示，今年上半
年該行信息科技投入超 52 億元（人民幣，下同），
佔營業收入比重達到 3.30%，總行 IT 人員連續兩年
翻番，目前參與信息科技建設的自主研發和外包的
IT 人員已經超過 1 萬人，未來還會繼續加大科技人
才的引進力度。從成果來看，上半年有 119 項信息

化工程成功上線，為郵儲的數字化轉型注入了新的
動能。

他透露， 「郵惠萬家」的人才隊伍中IT人才佔比超
過一半，這將助力該行使用互聯網思維在 「三農」
和小微領域探索出一條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
路徑，使得郵儲的金融服務觸達更多的人群。

中金公司研報表示，郵儲銀行零售貸款佔
比、零售營收佔比環比走高，期末AUM（管
理零售客戶資產）/資產規模值為98.5%，
考慮到該行正逐步完善財富管理體系，
有望從零售銀行發展成為零售財富銀
行。

張金良表示，郵儲銀行正在建設
便捷服務零售客戶的新一代個人
業務核心系統。這個迄今為止
銀行業最大的分布式架構系
統，採用企業級業務建模和
分布式架構體系，上線後
將極大提升 6 億多個人
客戶的用戶體驗。

郵儲銀行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郵儲銀行涉農貸款餘額突破
1.52萬億元，佔全行各項貸款的比重約四分之一，佔
比在國有大行位居前列，資產質量穩定向好。

新任行長劉建軍表示，當前，國家 「三農」工作
重心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擁有優異資源稟賦
的郵儲銀行帶來了重大戰略發展機遇。發揮好在鄉
村地區的優勢，將能夠在鄉村地區、在服務 「三
農」過程中形成郵儲銀行的 「護城河」。讓大多數
農民有郵儲銀行的授信，為億萬農民提供綜合金融
服務，是郵儲銀行的夢想，也是資源稟賦和目標所
在。

劉建軍分析，郵儲銀行在服務鄉村振興方面主要
有兩方面優勢，一是約70%的網點分布在縣及縣以下
地區，覆蓋內地大部分縣域地區；二是郵銀協同。
郵政集團有百萬員工，並建立了農村電商平台和眾
多農村郵樂購店，形成了 「物流、商流、資金流」
優勢。

他進一步表示，基於上述兩大優勢，郵儲銀行未來
發展三農金融業務將重點採取兩種模式，一是傳統服
務的改進模式，即依託線下信貸隊伍的客戶觸達能力
以及與廣大農戶、地方基層組織的緊密關係，線下挖
掘農戶的貸款需求，線上進行統一授信，客戶在手機
上即可實現貸款的支用。二是純線上的模式。通過各
地政府建立的農業農村大數據，結合行內資源和郵銀
協同場景數據，在後台進行交叉驗證、集中授信，主
動把授信額度推送到客戶手機銀行。該模式現已在手
機銀行上線。

「我調研時去到鄉鎮和村莊，發現郵儲銀行在縣域
以下的老百姓中具有極好的口碑、影響力和認知度。
很多個人客戶對郵儲銀行的服務交口稱讚。可見郵儲
銀行下沉市場的品牌認知度非常高。」劉建軍認為，
這是該行做財富管理重要的客戶基礎。郵儲銀行在縣
及縣以上區域有2448萬個VIP客戶（資產規模10萬元
及以上）客戶，其中財富客戶（資產規模50萬元及以

上）有237萬人。
從全行總體數據來看，截至6月末，郵儲銀行VIP

客戶4183萬戶，財富客戶346萬戶；AUM突破12萬
億元，個人存款餘額9.56萬億元，個人存款規模居國
內銀行業第4位。劉建軍表示，12萬億元的AUM中
儲蓄存款佔比78%，未來要持續地做工作，啟蒙廣大
客戶的理財意識，培育客戶的理財能力。報告期末，
郵儲銀行已建成財富中心2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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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農貸款餘額突破1.52萬億

全年中收增速有望超20%

資產質量好、不良率低、撥備充足
一直都是郵儲銀行非常亮麗的發展底
色。副行長姚紅表示，上半年國內經
濟穩定恢復，該行客戶新生成不良貸
款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截至 6 月
末，不良貸款率0.83%，較年初下降
0.05個百分點，資產質量穩定優良。
她還透露，受益於疫情得到控制，企
業恢復生產，今年上半年該行的年化
信貸成本為0.53%，較去年全年下降
0.45個百分點。

市場對於郵儲銀行何時實施資本管
理高級法也很關心。姚紅表示，去年
4月份該行正式啟動了高級法建設，
目前，已初步完成了信用風險、市場
風險、操作風險相關的模型工具建設
及應用。她預計今年底，該行可完成
本輪規劃的全部建設項目，做好申請
高級法的準備。而高級法的落地時點
最終要取決於監管的核准時間。

關於實施高級法對郵儲的影響，姚
紅表示，通過該行一年多的實踐來看
影響非常積極。一方面提升風險精細
化管理水平，風險計量、信貸決策、
風險定價、貸後管理等方面可實現管
理的全面提升。例如，在消費信貸領
域，過去人工審批一筆貸款需要
8-10 小時，現在能夠實現秒批，大
幅提升了客戶體驗。另一方面，從已
實施高級法的商業銀行實踐來看，
高級法實施將會對資本充足水平帶來
一定的正向影響，郵儲零售業務佔比
較高，從理論上講資本節約效果相對
具備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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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縣高釀鎮上花村在郵儲銀行的支持下實現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縣高釀鎮上花村在郵儲銀行的支持下實現
整村脫貧整村脫貧。。

郵儲銀行營業網點

郵儲銀行中期業績發布會現場

郵儲銀行信貸客戶經理在養殖基地進行貸後回訪郵儲銀行信貸客戶經理在養殖基地進行貸後回訪。。

圖說郵儲銀行「十四五」規劃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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