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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银行、一体两翼”迎接下个10年
我市招行成立10周年

本报讯 26日，招商银行常州
分行开业整整10周年。该行党委
书记、行长赵昆表示：“常州招行将
贯彻总行‘轻型银行、一体两翼’的
思路，以‘狠、快、新、实’的作风，再
接再厉，与常州共迎下一个 10
年。”

赵昆解释，“轻型银行”一是指
资产轻，二是指组织架构轻。今年以
来，常州招行大刀阔斧调整了组织
架构。譬如，成立资产经营工作小
组，将2014年成立的批发客户营
销攻关工作小组及重点项目推动小
组的工作职能一并纳入，牵头领导
全行的资产经营工作。譬如，成立房
贷、小微贷款直营团队，在北大街支

行设立中小企业经营团队，形成集
中化、专业化的营销团队。譬如，形
成特殊授信业务会商机制，对支行
层面或审贷人员把握不准的特殊授
信业务以集体协商研究的方式加以
解决等。

如果说，“轻型银行”是发展思
路，“一体两翼”就是发展战略。其
中，“一体”是指零售银行，“两翼”是
指公司金融和同业金融。具体而言，
零售银行的目标是打造最佳银行，
包含财富管理、小微金融、消费金融
三大重点业务。公司金融则定位于
专业银行，具体指向现金管理、供应
链金融、跨境金融和并购金融四大
板块。同业金融力争打造成精品银
行，涵盖大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两
大板块。

今年以来，招商银行常州分行
围绕 “零售业务发力年”、“同业业
务突破年”、“批发业务转型年”、“资
产质量提升年”、“经营管理改善年”

等“5个目标年”开展各项工作，实
现了负债、零售大众客群等规模的
快速增长，新兴融资业务取得一定
突破，交叉销售成效初显，客户综合

服务能力得到增强。截至25日，该
行表内外总资产已超过222亿元。

作为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所辖的
二级分行，目前，招商银行常州分行

已有包括分行营业部在内的10家营
业网点、15家离行式自助银行，基本
形成了覆盖全城区的金融服务网络。

!赵蕾 张琛"

让市场的归市场
张 琛

本周二晚上# 央妈继
%

月份之后# 再次祭出

$双降%法宝&其时#小编正在参加某$白事%&聊到股

市#一桌过半居然都是股民& 突闻此讯#众股民均

呈现$麻木状%'((这就是$然并卵%的事啊& $股市

要下调#只有跌到底才可能弹出来)现在各种行政

手段阻止它跌#也不过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而已& %

同时#朋友圈内的评论也多为$降准降息#最

后一次出货的机会%)相比
%

月那次双降后的$喜

大普奔$（事后证明股民真是图样图森破）#这次#

大家果然都理智成熟了&问题是#当出货成为共识

后#接盘侠在哪里*果然#第二天#股市继续跌破了

)"""

点#全球股市更是一片鬼哭狼嚎+

然而#央妈绝非像升斗小民般没有情怀& 央

妈表示#双降并不是为了什么$拯救股市%#而是

为了$国计民生%#甚至是为了全球经济& 话虽如

此#这两天的股市还是隐现了国家队的身影& 昨

天多亏银行板块的集体反攻#大盘终于再次站上

了
)"""

点&

关于银行板块的走强#我市某银行高管表示#

这绝非是双降之功#而是救市之力& $对于银行业

来说#经济好才是真的好)经济下行#降准降息也

不过是从理论上能释放更多的流动性&但是#释放

出来的钱贷给谁呢* 风控很重要啊& %

今年下半年以来#救市动作频仍&小编不禁回

想起过去若干年来#每逢房价上涨#应声而来的调

控& 调控真的有用吗* 至少#在
!""'&!"')

年间#

一线城市的房价是节节攀升的) 二三线城市的房

价或许是和通胀打了个平手&

!"'+

年#被称为地

产界从$黄金时代%向$白银时代%的转折年& 先是

很多地方政府绷不住了#屡屡松绑房贷政策#变相

救市& 事实大家也看到了#全国房市分化严重#有

些城市继续在涨#并创出新高)有些城市#地块屡

屡流拍#大中开发商持续退出&

反观股市& 本周#也有资深股民$教育%小编#

这样的市场不是不能抄底#只要看准股票#做短线

一样能赚到钱（此为高危动作，请读者切勿模仿）&
周一大跌时#该股民在跌停板上买入某股#小编眼

见这两天#该股真的涨了&

虽然与楼市相比#股市是虚拟金融市场&但但

凡有交易产生的地方#自然有$看不见的手%&所谓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 股

市的未来#好的股票仍有上涨空间,赚钱效应#前

期讲故事没有支撑的股票则很可能一落千丈#即

便牛市再来#恐怕也无翻身之日+

分化是必然的+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让市场

之手来主导#可能#路会走得更顺#大家的财富也

能最大程度地少缩水+

银行系产品重回大众视线
本周，随着股市7天跌去1000

点，银行系的各类产品又重回大众
视线。

先是更多银行加入到发行大
额存单的队伍中。据记者统计，目
前已有南京银行、浙商银行等中小
银行正式发行大额存单。此外，计
划发行的银行也不在少数。有业内
人士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银行压力增大。而
大额存单利率相较基准利率一般
都是上浮至 40%的，发行大额存
单可以留住一部分稳健类的高净
值客户。

而由于本周二央行宣布降准降
息，我市不少银行临时叫停或取消
了大额存单发行计划。我市某银行
相关人员解释，降息后，大额存单的
利息也将随之调整。那是否可理解

为赶在降息前买到大额存单的小伙
伴们赚到了呢？

另一方面，银行理财产品预
期收益虽然不断下滑，但相比最
近跌惨了的股市，对市民来说又
有了不小的吸引力。本周，我市银
行系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均在
5%左右。譬如我市兴业银行某款
社区银行特供理财产品为期 56
天，5万起售，预期年化收益达到
5%。我市苏州银行 8月 20日起
售的两款理财产品。5万元起售，
根据 63天、182天的期限，预期
年 化 收 益 分 别 为 5.35% 和
5.55%。这一收益率在同类产品中
处于中上水平。

同时，由于人民币持续对外贬

值，我市多家银行推出了“久违”
的外币理财产品。譬如我市中信
银行 20日 -31日发售的两款美
元产品。一款为期182天，预期年
化收益 1.3%；另一款为期 365
天，预期年化收益 1.5%，均为
9000美元起售。不过，有银行业内
研究人员认为，人民币资产较高
的收益完全可能覆盖掉人民币贬
值的损失。

另外，近期银行保本产品也种
类丰富。譬如我市中信银行25日
发行的一款信赢系列产品，为期91
天，根据起售金额5万元/100万
元,预期年化收益分别为3.85%/3.
95%。

张琛

10年，招商银行常州分行发展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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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同行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