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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我国城镇化发展方兴未艾袁而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袁产业

城镇化尧基础设施建设尧房地产市场尧社会保障和消费等方面将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遥商业银行应科学合理

地选择经营策略袁加强与政府合作袁防范各类风险遥
关键词院商业银行曰新型城镇化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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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袁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

野低起点尧高速度冶的发展过程遥 从 1978 年到 2014
年袁我国城镇人口从 1.78 亿上升至 7.49 亿袁城镇化

率上升至 54.77%遥 [1]然而袁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袁当前

我国城镇化率仅为 35%左右袁与发达国家平均 80%
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遥 根据叶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渊下称叶规划曳冤袁到 2020 年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45%左右袁需要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

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袁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

为 42 万亿元遥 据国家开发银行估算袁 仅在未来 3
年袁 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就将达 25 万亿

元袁这还只是显性资金袁要完成这个目标袁实际肯定

要超过 50 万亿元遥 与传统城镇化不同袁新型城镇化

是野以人为本冶的城镇化袁不仅基建需要投资袁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金融需求更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遥
目前袁 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多种多样袁除

了财政资金尧市场融资以外袁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来

源于商业银行遥 1996要2012 年袁我国城镇化建设资

金来源中袁中央财政尧地方财政尧商业银行贷款和自

筹资金分别占 2.16%尧25.6%尧31.8%和 28.6%袁 而发

行债券尧利用外资和其他方式筹资仅占 11.81%遥[2]截
至 2012 年末袁4 家大型商业银行涉及城镇化相关行

业贷款 渊城镇化贷款目前没有准确和统一定义口

径袁在此包含交通运输尧仓储尧邮政袁房地产袁电力尧
热力尧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袁水利尧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袁同时扣除仓储尧邮政贷款冤占贷款余额比

重约为 40%左右袁这部分行业或领域未来仍将是商

业银行需重点支持的对象遥 [3]

二尧新型城镇化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的机遇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 10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

源泉袁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遥 事实

上袁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尧产业支撑尧住房尧
社保尧消费和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融资涉及到银行

各类贷款业务袁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多种机遇遥
渊一冤产业城镇化带来的机遇

城镇化需要产业来支撑遥 新型城镇化是野人冶的
城镇化袁尤其是新进入城市人口的城镇化袁只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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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久遥 在产业城镇化过程中袁商业银行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袁一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兴

起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袁这些企业成为解决城镇

新市民就业的主要源泉遥 中小微企业的扩大生产和

产业升级转型都有巨大的融资需求袁这就给商业银

行针对中小微企业设计专门的金融产品尧提供信贷

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遥 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袁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授

信难和融资难问题袁降低融资成本遥 二是从发达国

家城镇化经验来看袁 当城市化率处于 50%~70%之

间时袁 服务业将成为驱动城市化增长的主要动力袁
而 2014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4.77%袁现
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已然可以预期遥 2014 年农民工

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已然达到了 42.9%袁 未来随

着城镇化推进袁增长比例还会快速提升遥 服务业的

快速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的支持袁和新型城镇化相

关的绿色环保产业尧新兴的智慧城市产业尧文化创

意产业尧健康休闲产业以及基础建设行业尧社区银

行等金融行业都将成为商业银行下一个增长点遥 三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正好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升

级尧 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迁入的进程相互契合袁这
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袁商业银行正好在此

进程中大展宏图遥 [4]具体来说袁东部地区将主要以先

进制造业尧 现代服务业和金融贸易航运业等为主曰
中部主要承接东部普通制造业的转移曰西部则发展

能源产业和区域贸易产业袁上述三个地区又都统一

于国家的野一带一路冶总体发展战略的产业安排遥对
于商业银行来说袁未来东部地区有大力发展消费信

用与服务业的金融需求曰中西部地区则有制造业升

级换代的大量金融需求遥
渊二冤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机遇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袁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袁但我国交通网络尧水电气管网尧污
水和大气处理等随着新的城区建设和旧城市改造袁
还需要巨额的投资袁这样将会给商业银行的信贷和

投资业务带来大量的机会遥 表 1 列出了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袁预计对商业银行资

金的需求在数十万亿以上遥
渊三冤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机遇

当前我国有 1.68 亿外出农民工袁流入地级以上

城市的农民工有 10885 万人袁其中从雇主或单位得

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5.5%袁自己购房

表 1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机遇

基础设施 建设空间

路网建设 根据野十二五冶规划袁我国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规

模约 6.2 万亿元袁 全国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3300 公

里袁快速公交系统 3000 公里袁综合性交通枢纽 200
座袁城市群之间的城际铁路尧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设

空间巨大遥 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预计到 2020 年袁
至少有 3 万亿元的投资需求遥

电网建设 农民市民化后用电需求将增大袁 电网扩网和升级

改造投资空间大遥
供水尧气尧暖 2020 年袁生活用供水总量将较 2012 年增长 30%袁

煤气需求增长 44%袁供暖需求将会增长 49%遥
污水处理 野十二五冶 期间袁 我国污水处理率由 77%上升到

85%袁城市污水处理投资预计超过 7000 亿元遥
垃圾处理 2012 年全国规划及新开工建设的垃圾发电项目规

划为 64535 吨/日袁同比增长 26.3%遥
大气污染治理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曳预

计袁 我国在未来 5 年治理大气污染投入资金至少

在 10 万亿元以上袁除财政补贴以外袁预计大部分

资金将来自于商业银行遥
网络通讯 2011 年袁全国平均家庭宽带普及率为 29%袁其中农

村家庭宽带普及率仅为 10%左右袁发展空间巨大遥
园林绿化 2010 年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2000 年

的 15 倍袁2010 年以来复合增长率为 70%袁预计未

来将持续增长遥
教育配套 根据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曳要求袁今后每年我国教育投入至少要达

到 20758 亿元遥 由于财政投入有限袁预计很大一部

分投入将来自商业银行资金遥
资料来源院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曳袁中国证券报袁2013 年

7 月 1 日遥
的仅有 1%渊见表 2冤遥 在自购房农民工中袁在小城镇

购房的占 49.1%袁广大农民工袁尤其是流入地级以上

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住房条件需要不断改善袁 未来袁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袁需求会得到进一步释放遥 另外袁
除了农民工以外袁还有大量其他的新增城镇人口也

对住房产生很大需求袁这些住房刚性需求会成为商

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尧房地产商业贷款等业务迅

速发展的重要来源遥
渊四冤社会保障方面带来的机遇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袁近年国家大力发展社

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袁鼓励农村地区和进城农民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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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袁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目前还是远低于

城市原居住人口渊见表 3冤遥 由于相当多的农民工在

城市从事建筑尧采矿等高危险行业袁除了工伤保险

参保率稍高以外袁 其他社会保险参保率均低于

20%袁失业保险尧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参保率更是

低至个位数遥 据国家发改委预计袁未来 10 年随着新

城镇化入城的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五险一金等社

会保障支出将到达 10 万亿以上的规模袁 这将给商

业银行的社保资金托管尧养老金尧住房公积金和企

业年金等业务的快速增长提供广阔的机会遥 [5]

表 2 2014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住宿情况渊%冤

住宿方式 占比

单位宿舍

租赁住房

乡外从业回家居住

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

务工地自购房

其他

28.3
36.9
13.3
17.2
1.0
3.3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叶2014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曳遥
表 3 2014 年农民工参加野五险一金冶的比例渊%冤

工伤

保险

医疗

保险

养老

保险

失业

保险

生育

保险

住房公

积金

外出民工

本地民工

两者加权

29.7
21.1
26.2

18.2
16.8
17.6

16.4
17.2
16.7

9.8
11.5
10.5

7.1
8.7
7.8

5.6
5.3
5.5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叶2014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曳遥
渊五冤消费方面带来的机遇

城镇化的实质是新入城市人口的市民化袁市民

化必然要求对新进入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尧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袁这些新市民的进入必然带来城镇区

域的扩大和其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袁尤其是东部地

区袁 如苏南和浙江等地区城乡差别本来就较小袁收
入水平较高袁城镇化后袁住房尧汽车尧旅游尧教育尧医
疗尧交通尧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会出现爆发式增

长遥 据中金公司的研究得出袁如果完全实现农民工

市民化袁农民工在各方面的消费支出将会大幅提高

渊见图 1冤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袁2014 年城镇人均

收入为 28844 元袁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10489 元袁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约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

36.36%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9968 元袁而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8383 元袁 约占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的 41.98%袁上述数据充分说明袁新进入的农

村人口实现市民化以后袁 收入和消费都会大幅增

长袁这就给商业银行存款和消费信贷等业务提供了

许多商机遥

农民工人均消费额

0 市民化后人均消费额
100020003000400050006000

数据来源院中金公司遥
图 1 野农民工市民化冶后消费结构变化后带来新需求

三尧商业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经营策略

新型城镇化给商业银行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袁
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诸多挑战遥 商业银行必须谨慎

应对袁科学合理地选择经营策略袁才能在新型城镇

化大浪潮盛宴中抢得先机袁占据未来竞争的制高点遥
渊一冤战略定位

紧抓新型城镇化机遇袁服务好城镇化建设遥 具

体来说就是要立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

设尧中小企业融资尧产业升级转型尧消费信贷等金融

服务重点袁因地制宜进行产品设计和创新尧优化服

务水平袁突出商业银行的品牌效应袁提高综合收益袁
不断开拓市场袁提升商业银行在城镇化进程中业务

开拓和服务能力的竞争力袁推动相关产业和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遥
渊二冤加强与政府合作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袁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

持和引导袁商业银行要想在此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就必须与政府加强合作袁配合各级政府提供城镇化

所需的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遥 具体来说袁一是新型

城镇化的推进肯定需要巨额的融资袁中央财政和各

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可能力有不逮袁需要商业银行配

合各级政府为重点的城镇化项目和产业融资曰二是

商业银行通过和地方政府签订各种具体的战略合

作协议全面深入地开展合作袁特别是开展地方的财

政资金管理尧社保尧建设资金托管和投资银行等相

关业务曰三是通过优化服务水平袁建立针对城镇化

服务的专家设计尧服务和营销团队袁发挥商业银行

集团化的优势袁为地方政府提供城镇化发展的一揽

子金融服务方案曰四是借鉴国外商业银行和国家开

发银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服务的业务模式袁通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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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金融开发公司渊控股子公司冤来经营城镇化

相关业务遥 [6]

渊三冤先行试点袁重点选择

新型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袁但总体还是新兴事

物袁商业银行应该选择一些区域尧项目进行试点袁得
出一些经验以后袁选择一批收益高尧社会影响大尧先
期试点成效显著的地区和项目重点投入遥 新型城镇

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袁同时也带来

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袁业务重点的选择关系到商业银

行能否在这次盛宴中占得先机遥 如建设银行发布的

叶中国建设银行城镇化建设贷款管理办法 渊试行冤曳
提出了服务城镇化的差别化政策和具体金融服务

方案袁把广东尧江苏尧河南尧四川尧陕西五省作为城镇

化建设金融服务的先期试点地区遥 我国地域广阔尧
产业多元袁商业银行可以按区域重点支持国家级城

市群尧省会城市渊计划单列市冤和百强县区域城镇化

建设袁积极重点支持东部地区的高新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尧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制造业和西

部地区的能源尧边境贸易等产业袁探索商业银行参

与地方政府城镇化整体规划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袁
先期试点袁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实行遥

渊四冤加强风险控制

商业银行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会

遇到一些野陷阱冶和困难袁面临一系列的风险遥 具体

来说袁一是政策性风险袁由于政绩和土地财政驱动袁
一些地方不顾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袁随意规划大

面积的新城和产业园袁 造成鬼城频出和园区空转袁
如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尧郑东新区尧常州武进新区

和山东莱芜航空工业园尧 曹妃甸工业区空置率很

高袁浪费了很多土地和资源袁没有起到真正带动城

镇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目的遥 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政

策调控频繁袁这就进一步给投入巨额资金的商业银

行带来风险遥 因此袁商业银行应该仔细研究国家的

宏观政策袁把握政策转向袁制定科学的信贷审批和

投资制度袁严格实施风险控制措施袁避免受地方政

府领导和政治任务压力袁 进行非理性的贷款和投

资遥 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袁 截至 2014 年 9 月

末袁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为 0.06%袁比
2011 年末下降 0.23 个百分点袁风险总体可控袁但是

中债资信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院野2015 年预计天津尧
云南尧黑龙江尧江西尧陕西尧山西和广西等省份城投

企业的信用风险相对较高袁北京尧山东尧辽宁和宁夏

等省份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相对较低遥 冶由于多元

化的投融资体制还没有建立袁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还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的信贷融资袁 与此同时袁地
方政府债务的偿债高峰已然来临遥 10.9 万亿元的地

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袁2015尧2016 和 2017 年

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 17.06%尧11.58%和 7.79%袁
2018 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 18.76%袁一些行政级

别低尧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会进一

步加剧遥 [7]为此袁商业银行要严格实施准入管控和名

单制管理袁做到有保有压袁坚决退出现金流不足尧抵
押担保无法落实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遥 既要防止融

资期限和现金流周期不匹配造成的期限风险袁又要

防止项目贷款期限过长面临的市场变动及政府换

届或规划变动带来的潜在风险遥 同时袁坚决退出一

些高污染尧高耗能和引发群体事件的城镇化项目遥
四尧总结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袁
发展空间巨大遥 而新型城镇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支

持袁因此商业银行要顺势而为袁充分抓住城镇化发

展的机遇袁在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尧产业支

撑尧住房尧社保尧消费和农业现代化等方面提供各类

贷款和综合的金融服务业务遥 科学合理地选择服务

于新型城镇化的经营策略袁强化银政合作袁选择重

点区域和产业开展金融服务袁先期试点袁取得经验

以后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遥 同时要科学地管理城镇

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袁提高服务水准袁建立商

业银行良好的社会声誉袁赢得广大客户渊尤其是新

市民冤 的信任和青睐袁 为我国 21 世纪的经济引

擎要要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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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is just unfolding, and new urbanization cannot do without sup鄄
port of the commercial ban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袁 industry urbaniz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market, social security and consumption will bring hug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this analyzes,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choose management strategy,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guard against all kinds of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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