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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金融 
金融行业的定义 
金融的要素 
金融行业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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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定义 
金融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

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专业的说法是：实行

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狭义的可以理解为金融

是动态的货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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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信用 
其次在应用层面是 杠杆 

 
           金融的一切都是在围绕风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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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分类 
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 
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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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业 

1、中央银行  
指代表政府管理金融活动，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特殊金融机构的活动。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

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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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银行 
指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

包括： 

—（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 or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业界存在纷争关于第五大银行））的金融活动； 

—（2）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活动； 

—（3）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的金融活动；(中信、招商、深发展) 

—（4）城市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的金融活动；(北京、上海、天津) 

—（5）农村信用社及分支机构的金融活动； 

—（6）国外银行在我国境内开办的金融机构的活动。 

（存在形式主要是开设分行及与国内银行进行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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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银行 
指政策性银行。 

 

◇ 包括： 

—国家政策性银行 

1>国家开发银行(重点建设项目融资) 

2>中国进出口银行(针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针对农村政策)） 

—国家政策性银行驻各地金融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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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劵业 

指对股票、债券、期货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交易活动。  

1、证券市场管理 
指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和监督。 

◇ 包括： 

—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活动； 

—国家证监会派出机构 

（驻各地的证券监督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的管理活动； 

—证券交易所的活动； 

—商品期货交易场所的活动。 

◆ 不包括： 

—证券营业部、期货交易营业部，列入证券经纪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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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券经纪与交易 
指证券、期货经纪代理人的代理交易活动；证券、基金的管理等活动； 

证券营业部的管理活动。 

◇ 包括： 

—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代理活动； 

—期货经纪公司的期货交易代理活动； 

—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管理活动； 

—证券营业部、期货交易营业部活动；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活动。 

◆ 不包括 

—证券交易所（上海、深圳）、期货交易所，列入 证券市场管理； 

—证券商的自营投资交易活动，列入证券投资； 

—独立或为主的证券承销活动，列入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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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证券投资  
指在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活动。包括证券公司（券商）

的自营投资活动，以及其他企业、自然人的证券投资活动。该类别还包括证券承销服务活动。 

 

◇ 包括： 

—专门从事股票、债券、期货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活动； 

—专门从事基金的投资活动； 

—证券现券交易、证券回购等活动； 

—证券包销、代销、转销等活动； 

—其他证券投资活动（如金融衍生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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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 

—证券公司（券商）在各地开办的证券营业部，列入证券经纪与交易； 

—证券公司（券商）下属机构（子公司、分公司）对非金融市场的实业投资活动（如投资房 

地产、电信、制造业等），列入相应的行业类别中； 

—证券公司（券商）下属机构（子公司、分公司）受托对资产、资金的信托管理活动，列入金融

信托与管理； 

—证券公司（券商）下属机构（子公司、分公司）从事的证券咨询、分析活动，列入证券分析与

咨询； 

—证券公司（券商）下属机构（子公司、分公司）从事的项目策划、项目融资、财务顾问、企业

购并、重组、上市等风险投资活动，列入投资与资产管理； 

 
 

14 



—投资公司及其他机构从事的项目策划、项目融资、财务顾问、企业购并、重组、上市等风

险投资活动，列入投资与资产管理； 

—以代理为主，代理证券、期货的交易活动，列入证券经纪与交易； 

—受托对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的信托投资管理活动，列入金融信托与管理； 

—不具体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和其他金融或非金融业务，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控股公司的总部，列入企业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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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证券分析与咨询 
指证券咨询、投资分析活动。 

 

◇ 包括： 

—证券投资顾问咨询公司的活动； 

—证券分析活动； 

—证券资信评估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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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寿保险 

指主要提供养老等人寿保险和再保险的活动。 

 

◇ 包括： 

—各类人寿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的保险活动； 

—人寿保险公司的附加保险（健康保险、人身意外险、儿童伤害险等）活动； 

—非人寿保险公司下属独立的人寿保险机构的活动； 

—以人寿保险为主险种的保险公司的保险活动； 

—为单位提供的集体养老保险活动。 

◆ 不包括： 

—强制性养老保险，列入社会保障业。  
 

三、保险业 18 



2、非人寿保险 
指主要提供除人寿保险以外的保险活动和再保险活动。 

 

◇ 包括： 

—事故险； 

—财产保险； 

—机动车保险； 

—交通运输保险； 

—再保险；再保险（reinsurance）也称分保，是保险人在原保险合同的基础上，通

过签订分保合同，将其所承保的部分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 

简单来讲，就是为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  

—其他未列明的非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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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险辅助服务 
指保险代理、评估、监督、咨询等活动。 

 

◇ 包括： 

—保险代理的活动； 

—保险经纪人的活动； 

—保险咨询的活动； 

—保险行政监督管理； 

—其他保险辅助活动（精算、理赔、调查、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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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金融活动 
 

指银行、证券、保险以外的金融活动。 

1、金融信托与管理 
指代理资金、财产的信托、管理活动，以及基金的托管人活动。 

 

◇ 包括： 

—受托经营资金、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管理活动； 

—受托经营证券、投资基金、养老金及其他社会基金的信托管理活动； 

—受托经营的投资管理活动； 

—代理财产的管理、运作与处置活动； 

—对财产（贵重财物、证券及其他物品）保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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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 

—信托投资公司独立从事的银行活动，列入商业银行； 

—信托投资公司独立从事的证券经纪代理活动（证券、期货代理及证券营业部），列入证券

经纪与交易； 

—信托投资公司独立从事的证券投资活动，列入证券投资； 

—信托投资公司独立从事的项目策划、项目融资、财务顾问、企业购并、重组、上市等风险

投资活动，列入投资与资产管理； 

—信托投资公司独立从事的实业投资和服务活动，分别列入相应的行业类别中； 

—不从事具体的信托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控股

公司的总部，列入企业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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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租赁 
 

◇ 包括： 

—各类金融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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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公司 
指经人民银行批准，为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活动。 

 

◇ 包括： 

—企业集团、大型联合性企业及其他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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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邮政储蓄 
 
◇ 包括： 

—各级邮政系统开办的邮政储蓄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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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典当 
指以实物作抵押的贷款活动。 

 

◇ 包括： 

—各类典当行、公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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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额贷款公司 
指以各种方式作抵押的小额贷款活动。 

 

◇ 包括： 

—各类抵押、质押贷款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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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未列明的金融活动 
指上述未列明的金融活动。 

 

◇ 包括： 

—金融担保活动（如贷款担保等）； 

—信用卡金融机构的服务活动； 

—外汇、黄金、钻石交易活动； 

—农村办的融资机构（合作基金会）； 

—上述未包括的其他融资活动。 

◆ 不包括： 

—银行金融资产的管理活动，列入投资与资产管理； 

—与房地产有关的担保活动，列入房地产中介服务； 

—与工程有关的担保活动，列入工程管理服务。 

  

 

29 



什么是期货？ 
        期货的英文为Futures，是由“未来”一词演化而来，其含义是：交易双方不必在买卖发生

的初期就交收实货，而是共同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交收实货，因此中国人就称其为“期货”。

期货是现在进行买卖，但是在将来进行交收或交割某种商品（例如黄金、原油、农产品），也

可以是金融工具，还可以是金融指标,投资者可以对期货进行投资或投机。交收期货的日子可以

是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 

 

• 期货合约：买卖期货的合同或者协议。 

• 期货市场：买卖期货的场所。 

 

对期货的不恰当投机行为，例如无货沽空也称之为卖空(投机者在交易中，在交易市场上出售或

者声称出售自己并不持有的股票、黄金、证券等的商品或资产，并希望在将来以较低的价格买

入同等数量的同种商品或资产，可以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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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四大货交易所 
 
 目前市场上交易比较活跃的主要上市品种： 

• 工业品：铜、锌、螺纹钢 

• 农产品：大豆、棉花 

• 化工产品：橡胶、pta(涤纶的主要原料)。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是依照有关法规设立的，履行有关法规规定的职责，受中国证监会集中统一监

督管理，并按照其章程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上海期货交易所目前上市交易的有黄金、铜、铝、锌、

燃料油、天然橡胶等六种期货合约。 

 郑州商品交易所 

  郑商所成立于1990年10月12日，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于1993年5月

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上市交易的期货合约有小麦、棉花、白糖、精对苯二甲酸（PTA）、菜籽

油、绿豆等，其中小麦包括优质强筋小麦和硬冬白（新国标普通）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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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商品交易所 

  成立于1993年2月28日，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四家期货交易所之一，是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成立以来，大商所始终坚持规范管理、依法治市，保持了持续稳健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

品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有玉米、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棕榈油、线型低密度聚

乙烯、啤酒大麦，正式挂牌交易的品种是玉米、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棕榈油和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发起设立的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06年9月8日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

成立，对于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上市的期货品种为股指期货（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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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和期货特点比较 

       一、以小搏大：股票是全额交易，即有多少钱只能买多少股票，而期货是保证金制，即

只需缴纳成交额的5%至10%，就可进行100%的交易。比如投资者有一万元，买10元一股的

股票能买1000股，而投资期货就可以成交10万元的商品期货合约，这就是以小搏大。 

  二、双向交易：股票是单向交易，只能先买股票，才能卖出；而期货即可以先买进也可

以先卖出，这就是双向交易。 

  三、时间制约：股票交易无时间限制，如果被套可以长期持仓，而期货必须到期交割，

否则交易所将强行平仓或以实物交割。 

  四、盈亏实际：股票投资回报有两部分，其一是市场差价，其二是分红派息，而期货投

资的盈亏在市场交易中就是实际盈亏。 

  五、风险巨大：期货由于实行保证金制、追加保证金制和到期强行平仓的限制，从而使

其更具有高报酬、高风险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期货可以使你一夜暴富，也可能使你顷

刻间一贫如洗，投资者要慎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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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组成） 

1.中央银行【PBC，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管政策（货币政策）、管金钱（人民币的发

行及其流通的管理）、管市场（银行间同业拆解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管外汇（银行间

外汇市场）、管黄金（黄金市场）、管储备（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管国库、管清算、管

反洗钱】 

2.监管机构【CBRC，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主要负责：管审批（银行的

设立、变更、终止等）、管资格（董事和高管的任职资格）、管规则（制定审慎经营规则）、

管监督（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管并表、管突发（突发事件的处理）、管统计（全国银

行业的统计数据处理）、管自律（中国银行协会要听CBRC的话）、管日常（主要是指重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3.行业自律【中国银行协会，CBA，它的底下有六大委员会，各干各的活：法律工作委员会、

自律工作委员会、银行业从业资格认证委员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银团贷款与交易

专业委员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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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策性银行 

   1)国家开发银行【CDB，1994年3月成立，重点建设项目融资】 

   2)中国进出口银行【TEIBC，1994年4月成立，针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外

贸政策】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ADBC，1994年11月成立，针对农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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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型商业银行 
   1)中国工商银行【ICBC，1984年成立，承接中国人民银行原先办
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2005年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10月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 
   2)中国农业银行【ABC，1979年恢复，2010年上市】 
   3)中国银行【BOC，1912年成立，2004年8 月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
公司，2006年6月在香港上市，同年7月在上海上市】 
   4)中国建设银行【CCB，1954年成立，2004年9月整体改制为股份
有限公司，2005年10月在香港上市】 
   5)交通银行【BOCOM，1987年重建，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2005年6 月，香港上市，2007年5月上海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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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小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1)中信银行【CITIC，1987年创立，2007 年4月，沪港两地同步上市，总部设在北

京】 

   2)招商银行【CMB，1987年创建，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内第一家采用国际会计标准的上市公司。2002年在上海上市，总部设在深圳】 

   3)深圳发展银行【SDB，1987年创建，2004年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国内首家外资

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深圳。2012年1月，深圳发展银行(中国

平安集团第一大股东)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组建新的平安银行。，深发展公告称，本

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的中文名称由“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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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发展银行【GDB，1988年创建，2006年11月，花旗集团、 IBM信贷、中国人

寿、国家电网、中信信托、普华投资6家机构组成的投资者团队认购广发85%的股份，

其中花旗、中国人寿、国家电网分别持股20%，中信信托12.8%，普华投资8%，IBM

信贷4.7%；总部设在广州】 

5)兴业银行【CIB，1988年创建，200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部设在福

建福州】 

6)中国光大银行【CEB，1992年创建，1997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内第一家国有控

股并有国际金融组织参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 

7)华夏银行【HXB，1992年创建，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部设在北

京】 

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SPDB，1992年创建，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

部设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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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民生银行【CMB，1996年创建，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200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总部设在北京。】 

10)恒丰银行【EGB，成立于1987年，前身是烟台住房储蓄银行，2003年股份制改

造成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烟台】 

11)浙商银行【CZB，1993年创建，前身是浙江商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

行、交通银行和浙江省国际信托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外合资银行。2004年，银监会同

意浙江商业银行从外资银行重组为一家以浙江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资股份制商业银

行并更名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从宁波迁址到杭州，民营资本占85%以上】 

12)渤海银行【BHB，2005年创建，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

中资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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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小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原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 
   1)第一家城市信用社是在河南驻马店（1979年） 
   2)2006年6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开业，打响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
营的第一枪。 
   3)2005年11月，安徽省内六家6家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
成立徽商银行，拉开了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序幕。 
 

 8.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1)2001年11 月，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成立，全国第一家农村股份制
商业银行。 
   2)2003年4月，宁波谨（那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左首是“谨”的右部，右
首是个右耳朵）州农村合作银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 
   9.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2007年，银监会特别下发
文件对此做规范】 
   1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07年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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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外资银行 
   1)1979年，日本输出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这是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
处。 
   2)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3)2006年12月，过渡期结束，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 
   4)外资独资银行【可经营部分或全部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经PBC审
批，也可经营结汇和售汇业务】 
   5)中外合资银行【同上】 
   6)外国银行分行【可经营部分或全部外汇业务，人民币业务不能针对中
国境内的公民；经PBC批准，也可经营结汇和售汇业务】 
   7)外国银行代表处【只能从事非经营性活动，比如联络、市场调查和咨
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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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金融行业规模 
 125家证券公司2015年12月末的总资产是6.42
万亿 

 164家保险公司2015年12月末的总资产是12.4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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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金融行业规模 
 截至2015年12月，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194.17万亿元. 
已经上市的16家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118.84万亿。其中： 
1、工商银行：22.2万亿； 
2、建设银行18.25万亿； 
3、农业银行17.79万亿； 
4、中国银行16.82万亿； 
突破五万亿的是交通银行（7.16万亿）、招商银行（5.48
万亿）、兴业银行（5.3万亿）、中信银行（5.12万亿）、
浦发银行（5.04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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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与实业的结合 
金融在公司和产业经营活动中的表现趋势 

 
1、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相互转化（银行主导） 
2、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相互融合（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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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银行 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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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银行 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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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银行 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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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银行 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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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银行 民生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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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授信审查要点：基本资料 
额度管理：银行根据企业资金缺口为企业确定融资额度，如果企业为集团项下子公司，且集
团在银行有集团授信额度，融资企业占用集团额度，异地企业（与集团主办行异地）亦可占

用  
基本材料：成立合规材料、审计报告、纳税证明、采购、销售合同、项目建设批准文件等  
基本情况：股权结构、股东背景、主营业务 、技术装备水平等  
企业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景：包括创立背景、成立时间、历年经营业绩、产品更新情况，发展
前景包括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企业在授信期内近三年经营和财务情况分析、预测等  
所处行业：是否为银行限制类行业：“两高一剩”、房地产等，市场行业整体特点，发展趋

势，行业政策等。  
信用情况、他行授信情况：授信集中度、在过去1年内有无不良贷款，企业实际控制人为个人
的，还需个人信用记录和品行评估。 
经营情况：技术、市场情况、上下游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生产销售情况、竞争优势、
竞争战略、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模式，需要收集企业近三年主要产能、产量、
销量数据、销售、采购合同，主要银行结算流水，增值税发票，纳税证明等。  
管理情况：企业文化、企业组织、管理层稳定性、关联企业经营情况、员工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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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授信审查要点：财务情况 
资产项目：存款银行分布、短期投资收益、应收帐款帐龄、关联企业虚增销售额
情况 、存货构成、其他应收款回收的可能性、长期投资项目收益、固定资产购置
年份、先进程度、折旧情况。  
负债项目：贷款银行、期限、担保和利率水平、应付帐款对象和期限，应付税金
的期限等。  
损益项目：销售收入产品构成，相应的成本结构，各项费用结构和利润分配情况。  
财务比率：流动比率、效率比率、杠杆比率等  
现金流量分析：看借款人现金流是否充足，尤其是来自经营活动现金流是否充足，
对照同期的对外负债，并根据经营的发展预期，分析投资或筹资产生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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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协同发展 

银行全部门通力配合 

增强银行信心 

良好的高层互动关系 

银行行长心中与企业互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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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各种股权私募基金； 
天使、VC、 PE、 政府股权引导基金 ； 
夹层、 劣后、 优先、 股转债、 债转股、 明股
实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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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生物天然气行业规模？ 
  生物天然气行业所处阶段？ 
  生物天然气行业上下游情况？ 
  生物天然气行业国家政策？ 
  生物天然气利润情况以及风险？ 
  生物天然气行业企业自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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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融资 
政策性银行 
国际金融机构补助型贷款 
全国股份制银行 
地方城商行、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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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发起股东 
大型能源控股公司 
大型环保控股公司 
农业生物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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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金融建议 
尽早考虑公司金融环节 
尽早接触金融机构（双刃剑） 
其他政策性红利（绿色金融债、碳交易、其他
相关补贴） 

产融结合不忘本（产为先、实现愿景、不迷失
在资本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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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实业结合的最终形态 
实业金融的应用 

效率金融 匹配金融 战略金融 

定义 

通过金融手段，提升内部的资
源使用效率，精细化匹配内部
资源，降低整体成本。 

通过进入金融领域，平抑主导产业
的产业周期，使集团整体实现长期
平稳发展。 

通过金融手段，延伸主导
产业产业链，进行产业整
合。 

范围 

 资金结算 

 资金监控 

 资金管理 

分享金融业经营收益 

分享金融业资本收益 

 产业整合直投 

 产业链延伸专项直投 

平台 

资金结算中心 

财务共享中心 

资金管理中心 

财务公司/内部银行 

参股商业银行 

参股投资银行 

参股保险公司 

参股或控股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 

产业投资部 

控股直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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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中国金融体系有助于：1、设定生物天然气金融实

施路径的策略。2、结构化思考公司或项目多元化、多层次

的融资方式方法。 

       金融在一个新兴行业的结合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但是

在知己知彼之后做好充分沟通，才能达到真正的产融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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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 
生物天然气可以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环保、

农村、社会等综合性问题 
 

从这个论坛中走出行业领先的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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