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家旧有体制外的
新生银行，兴业银行既没有强
大的股东背景和行政资源，也
不占据中国经济发展要津，毫
无“先天优势”，人们总是好奇
兴业银行何以成功？

兴业的答案是念好“差异
化”三字经，办真正商业银
行。出身草根，白手起家，金
融市场化改革的产物、股份制
企业的“身份”，都决定了兴业
银行在市场摸爬滚打求生存、
谋发展，不能走“寻常”路，这
也恰恰锻造了兴业银行敏锐
的市场洞察、前瞻的战略把握
和强大的创新力。

成立之初，网点稀少一直
是兴业银行的短板，如何以
网点之寡，博弈存款之广，服
务客户之众？兴业银行寻觅
市场，敏锐地嗅到了证券资
金清算这一当时不被同业关
注的业务，1996年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展开合作，成为国
内最早开展资本市场银行业
务并服务于金融同业的商业
银行，为后来在同业金融领
域大展拳脚打开了局面。

2005年后兴业银行加快
全国网络布局，但学国有大
行广设网点明显不切实际，
而城商行、农信社、农商行的
营业网点在辖区内星罗棋
布，出了“地界”却没有网络
支撑。兴业银行又一次捕捉
到了商机，面向广大中小银
行首创“联网合作、互为代
理”的合作模式，以互联网平
台思维拓宽彼此服务半径。
2007 年正式推出合作品牌

“银银平台”，近年来升级扩
展为涵盖支付结算、财富管
理、资产交易、科技输出、研
究咨询等多维服务体系，成
为商业模式又一成功案例。

不止于此，兴业银行的触
角从银证、银银合作向银信、
银保、银基、银财合作，以及
场内资金交易、代理贵金属、
FICC、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
领域不断延伸，形成了独树
一帜、长袖善舞的金融市场
业务板块，运用市场化手段
有效配置资金资源，实现价
值创造。如今，兴业银行资
产管理、资产托管、资金交易
等业务均稳居行业第一梯
队，FICC业务能力为市场称
道，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有业内人士评价，金融市
场业务在资本消耗、风险生
成上相对较低的优势，以及
围绕金融市场业务长期形成
的“跑市场文化”和市场化导
向的体制机制，使得兴业银
行的运营效率相对更高，成
为过去十年轻型银行之路最
为成功的商业银行之一。

纵观商业银行发展史，唯
有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
势，前瞻布局，差异化发展，才
能占据先机，赢得未来，兴业
银行恰恰以创新基因著称。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推动绿色可持续
发展成为共识。2006年兴业
银行在国内首推能效融资产
品，开辟国内绿色金融市
场。12年间，从首推能效融
资、节能减排贷款、碳金融、
排污权金融、低碳主题信用
卡，到率先承诺采纳赤道原
则，设立专营机构，再到建立
健全涵盖信托、租赁、基金、
理财等在内的集团化、多层
次、综合性绿色金融产品服
务体系，兴业银行累计提供
绿色融资突破1.5万亿元，服
务客户上万家，而绿色信贷
不良率却仅为0.31%，探索出
了一条“点绿成金”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并在绿色金融发
展的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近年来，兴业银行还顺应
中国金融体系从间接融资向
直接融资转型、人口老龄化、
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
等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培育
了投资银行、养老金融、交易
银行等一批特色业务、优势
业务，在多个细分市场形成
核心竞争力，构筑起了更宽
阔的“护城河”。截至目前，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
行规模升至全市场第一，连
续6年蝉联股份制银行第一；
交易银行业务快速发展，本
外币跨境结算今年同比增长
超 40%，互联网支付结算交
易量同比增长超230%；养老
金融服务老年客户超过1300
万户，综合金融资产超过
8130亿元。

从同业金融、绿色金融，
到城镇化金融、养老金融、普
惠金融……兴业银行结合形
势变化和自身禀赋，“适变而
变，因变而胜”，开辟了一片
又一片新蓝海，并在创新发
展的过程中，以宏大的格局
开创了“寓义于利”的独特商
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观，
不仅“在商言商”，更讲责任
担当，将银行经营发展与履
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实现
经济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
统一。

好银行，助生活更美好。
“寓义于利”发轫于兴业银行
绿色金融探索实践，丰富于
银银平台，并随着业务发展，
扩展至普惠金融，让金融更
有温度。兴业银行依托银银
平台为近1400家金融机构提
供产品、渠道、科技和研究服
务支持，共同提高三四线城
市及“三农”、小微企业等的
有效金融供给，扩大服务区
域经济与民生。在精准扶
贫、社会公益等方面历来不
遗余力，涉农贷款规模超过
1000亿元，近五年公益慈善
捐赠超过2亿元，赢得了“中
国最受尊敬企业”“最佳企业
公民”“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
构”等诸多美誉。

（下转05版）

1988年，潮起东南，作为
中国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
兴业银行顺应中国金融改革
大势而生。创立之初，一穷
二白。全行68人挤在简陋的
小楼里办公，还要“子承父
债”，承接原福兴财务公司留
下的巨额债务。生不逢时，
国家三年经济治理整顿随之
而来，新生的银行只能在困
境中求生。

创业维艰，但兴业人有
着与生俱来爱拼会赢的精
神。“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
为经济建设多作贡献”使命
在肩，兴业银行凭借“夹缝
中求生存、图发展”的坚韧
不拔，不等不靠不要，以主
动服务、上门服务、优质服
务引领行业之风。在福建
站稳脚跟后，并未故步自
封，于 1996 年吹响“二次创
业”的进军号，率先在强手
如林的上海滩打响兴业招
牌，大胆迈出跨区域经营的
历史性步伐。进入新千年，
推进“有形网络扩张和无形
服务延伸、有形产品创新和
无形体制机制改革”虚实结
合，全面加快全国性现代化
商业银行建设步伐，市场化
并购、引资更名、专业化改革
……一次次走在行业前头。
2007年，成功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
融全面开放元年首只金融
股。从地方银行、区域性银
行、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到
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兴
业银行的每一次跨越都是战
略智慧与拼搏的结晶。

回顾30年发展历程，兴
业银行在探索规范的现代商
业银行办行道路上，总是勇
立潮头，敢为人先：最早采用
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
式，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铁
交椅”；第一批建立“三会一
层”公司治理架构，全面确立

“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理
念；第一批建立统一法人、分
级经营的管理体制，探索建
立“条块结合、矩阵式管理”
的新型经营体制；第一批引
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信贷
资产分类管理等现代银行管
理方法；第一批探索事业部
制、条线专业化改革；将风险
防控关口前置，风险管理职
能打破常规内嵌至业务条
线；首家设立市场化研究机
构、金融科技公司……一连
串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的改
革创新，在中国现代金融发
展史上镌刻下鲜活的探索印
记，创造了诸多值得借鉴的
兴业范例。

回顾30年发展历程，兴
业银行始终执守本源服务实
体经济，努力为经济建设多
作贡献。从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战略新兴产业、绿色产
业的培育发展，到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让

企业开户“最多跑一次”，兴
业银行始终与企业唇齿相
依，书写了一个又一个风雨
同舟、相伴成长的动人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转型
中的中国服装企业大起大
落，初创期的利郎集团也因
此遭遇融资困境。在其它银
行犹豫未决时，兴业银行为
其发放了首笔贷款。20多年
来，在兴业银行持续不间断
的合作支持下，利郎集团实
现了从地方性服装公司、全
国性品牌男装公司到香港上
市公司的三级跨越，利郎的
员工们陆续用上了专属菁资
卡。“如果要我谈谈银企该如
何合作，利郎同兴业这二十
多年的风雨同舟我觉得就是
很好的例子，正是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典范。”抚今追
昔，利郎集团董事长王冬星
由衷表示。

2002 年，吉利集团还叫
美日汽车有限公司。那时市
场对民营企业造车普遍不看
好，兴业银行基于对我国汽
车制造业前景和公司自主研
发的信心，率先给予其7000
万元授信，由此开启了双方
的密切合作。十多年来，兴
业银行的服务也从单纯的信
贷支持扩展到涵盖供应链金
融、债券承销、产业基金、并
购基金、境外融资等在内的
多元化金融服务，伴随吉利
集团成为代表性民族汽车品
牌并迈向世界舞台。兴业还
积极为吉利一线产业工人提
供各种贴心服务，代发工资、
开发园区支付 IC卡、提供个
人便利贷款和定制理财产品
等。2017年9月，设在吉利宁
波基地厂区的兴业普惠金融
服务站正式挂牌，工人们真
正有了身边的银行。

2006 年，转型果蔬行业
不久、名不见经传的厦门福
慧达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从兴
业银行获得了首笔贷款。后
续十多年，兴业银行根据企
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
求，配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
融服务，支持企业开枝散
叶。福慧达现已成为国家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
全国多地设有子公司及物流
中心，业务辐射全球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兴业银行是最
早支持我们的银行，我们见
证着彼此的成长。”该公司董
事长郑晓玲谈及兴业总是格
外亲近。

30 年来，兴业银行始终
向“实”而生，勇当服务实体
经济主力军，并依托集团“联
合舰队”经营优势，综合运用
信贷、信托、租赁、基金等多
元融资工具，为客户提供全
生命周期、全产品覆盖的金
融服务解决方案，在服务实
体经济过程中深化自身转型
发展，走出了一条相伴成长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八月福州，茉莉飘香，闽江之
滨，风正帆张，兴业银行迎来了三十
岁生日。

30年前，兴业银行因改革开放
而生，带着“堂堂正正办银行”的誓
言从零起步。30年后，这家当年由
几乎陷入经营困境的地方国营金融
机构——福兴财务公司改组成立的
银行，已成长为中国主流商业银行
集团，稳居全球银行30强、世界企
业500强。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为
时议摇摆，不为诱惑所动，始终遵
循商业银行发展规律走市场化、差
异化发展之路，30年不断刷新高度
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兴业银行的光
荣与梦想。截至2017年末，兴业
银行总资产6.42万亿元，较成立之
初增长近万倍；各项存款余额3.09
万亿元，较1988年末增长约2.7万
倍；各项贷款余额2.43万亿元，较
1988年末增长2600多倍；年实现净
利润从最初的821万元增长到572
亿元，累计现金分红超过800亿元，
累计纳税2072亿元，为投资者和社
会创造了卓越的价值回报……

30年沧桑蝶变，兴业银行始终
不忘“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为经
济建设多作贡献”的初心和使命，
将自身发展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
时代洪流，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
在风云激荡的金融市场探索打造
一流现代商业银行，从名不见经传
的地方小银行一步一个脚印，跻身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第一阵营，亦成
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时代缩
影和成功样本。

为有初心多壮志 勇立潮头海天阔

奋楫逐浪高 梦驰新时代
——兴业银行30周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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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26日，兴业银行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