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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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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 
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混合排名 国有银行排名 股份制银行排名 

1 招商银行 1 建设银行 1 招商银行 

2 民生银行 2 中国银行 2 民生银行 

3 浦东发展 3 工商银行 3 浦发银行 

4 建设银行 4 农业银行 4 兴业银行 

5 中国银行 5 华夏银行 

6 兴业银行 6 交通银行 

7 华夏银行 7 中信实业 

8 交通银行 8 光大银行 

9 中信实业 9 深圳发展 

10 工商银行 10 广东发展 

11 光大银行 

12 深圳发展 

13 农业银行 

14 广东发展 



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单项排名 

 

 

 

 

市场影响力 资本充足性 资产质量及安全性 盈利能力 

工商银行 1 建设银行 1 民生银行 1 浦东发展 1 

中国银行 2 招商银行 2 浦东发展 2 招商银行 2 

建设银行 3 中国银行 3 招商银行 3 兴业银行 3 

农业银行 4 兴业银行 4 兴业银行 4 中信实业 4 

交通银行 5 交通银行 5 华夏银行 5 民生银行 5 

招商银行 6 浦东发展 6 中国银行 6 华夏银行 6 

中信实业 7 华夏银行 7 建设银行 7 深圳发展 7 

光大银行 8 民生银行 8 交通银行 8 中国银行 8 

浦东发展 9 中信实业 9 中信实业 9 建设银行 9 

民生银行 10 光大银行 10 深圳发展 10 交通银行 10 

广东发展 11 深圳发展 11 光大银行 11 光大银行 11 

兴业银行 12 广东发展 12 广东发展 12 广东发展 12 

华夏银行 13 工商银行 13 工商银行 13 农业银行 13 

深圳发展 14 农业银行 14 农业银行 14 工商银行 14 



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单项排名 

 

 

 

 

流动性管理 人力资源竞争力 国际市场竞争力 科技竞争力 

交通银行 1 民生银行 1 中国银行 1 建设银行 1 

中信实业 2 浦东发展 2 工商银行 2 工商银行 2 

浦东发展 3 招商银行 3 农业银行 3 民生银行 3 

光大银行 4 华夏银行 4 交通银行 4 招商银行 4 

民生银行 5 深圳发展 5 建设银行 5 中国银行 5 

华夏银行 6 兴业银行 6 招商银行 6 交通银行 6 

深圳发展 7 中信实业 7 中信实业 7 农业银行 7 

兴业银行 8 光大银行 8 光大银行 8 浦东发展 8 

招商银行 9 广东发展 9 广东发展 9 光大银行 9 

广东发展 10 交通银行 10 民生银行 10 中信实业 10 

中国银行 11 中国银行 11 浦东发展 11 华夏银行 11 

农业银行 12 工商银行 12 华夏银行 12 兴业银行 12 

建设银行 13 建设银行 13 深圳发展 13 深圳发展 13 

工商银行 14 农业银行 14 兴业银行 14 广东发展 14 



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单项排名 

 

 

 

 

金融创新竞争力 服务质量竞争力 公司治理竞争力 内控机制竞争力 

招商银行 1 招商银行 1 招商银行 1 浦东发展 1 

民生银行 2 民生银行 2 民生银行 1 兴业银行 2 

交通银行 3 交通银行 3 浦东发展 3 民生银行 3 

建设银行 4 中国银行 4 华夏银行 3 招商银行 4 

工商银行 5 工商银行 5 兴业银行 3 工商银行 5 

中国银行 6 建设银行 6 建设银行 6 华夏银行 6 

中信实业 7 农业银行 7 中国银行 7 中信实业 7 

浦东发展 8 中信实业 8 交通银行 8 建设银行 8 

华夏银行 9 光大银行 9 深圳发展 9 交通银行 9 

农业银行 10 浦东发展 10 农业银行 10 光大银行 10 

光大银行 11 华夏银行 11 工商银行 10 农业银行 11 

兴业银行 12 深圳发展 12 光大银行 12 深圳发展 12 

深圳发展 13 兴业银行 13 中信实业 13 中国银行 13 

广东发展 14 广东发展 14 广东发展 14 广东发展 14 



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 

 

 

 

 

现实竞争力排名 潜在竞争力排名 

招商银行 1 民生银行 1 

浦东发展 2 招商银行 2 

中国银行 3 浦东发展 3 

建设银行 4 华夏银行 4 

民生银行 5 兴业银行 5 

兴业银行 6 建设银行 6 

交通银行 7 交通银行 7 

华夏银行 8 中信实业 8 

中信实业 9 工商银行 9 

光大银行 10 深圳发展 10 

工商银行 11 中国银行 11 

农业银行 12 光大银行 12 

深圳发展 13 农业银行 13 

广东发展 14 广东发展 14 



 

 

 

 

城市商业银行市场规模排名（前50名）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1 上海 14 重庆 27 合肥 40 洛阳 

2 北京 15 成都 28 乌鲁木齐 41 包头 

3 深圳 16 沈阳 29 兰州 42 潍坊 

4 天津 17 武汉 30 淄博 43 福州 

5 广州 18 石家庄 31 太原 44 厦门 

6 杭州 19 济南 32 南昌 45 临沂 

7 大连 20 烟台 33 绍兴 45 金华 

8 宁波 21 昆明 34 温州 47 吉林市 

9 南京 22 哈尔滨 35 台州 48 辽阳 

10 东莞 23 贵阳 36 南通 48 威海 

11 长沙 24 郑州 37 长春 50 南阳 

12 西安 25 青岛 38 苏州 

13 无锡 26 银川 39 锦州 

城市商业银行单项竞争力排名 



城市商业银行单项竞争力排名 

 

 

 

 

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排名（前50名）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1 兰州 14 葫芦岛 27 南通 40 西安 

2 洛阳 15 贵阳 28 丹东 40 济南 

3 嘉兴 16 无锡 29 大同 40 绍兴 

4 日照 17 临沂 30 蚌埠 40 淮阴 

5 金华 17 沈阳 30 安庆 40 青岛 

6 福州 19 沧州 32 常州 40 重庆 

7 台州 20 镇江 32 抚顺 40 赣州 

8 秦皇岛 21 南阳 34 咸阳 40 芜湖 

9 北京 22 南充 35 吉林市 48 大连 

10 扬州 23 佛山 36 唐山 48 昆明 

11 南京 24 湖州 37 太原 50 合肥 

12 宁波 25 乐山 38 银川 

13 张家口 26 厦门 39 阜新 



城市商业银行单项竞争力排名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排名（前50名）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1 焦作 14 马鞍山 27 齐齐哈尔 40 嘉兴 

2 南京 15 泉州 28 包头 41 自贡 

3 大庆 16 福州 29 南通 42 连云港 

4 攀枝花 17 济南 30 泸州 43 温州 

5 南充 18 宝鸡 31 绍兴 44 宁波 

6 安庆 19 葫芦岛 32 黄石 45 张家口 

7 九江 20 咸阳 33 柳州 46 沧州 

8 天津 21 廊坊 34 无锡 47 遵义 

9 淮北 22 西安 35 长沙 48 淮阴 

10 上海 23 苏州 36 北京 49 深圳 

11 杭州 24 东莞 37 扬州 50 成都 

12 合肥 25 日照 38 银川 

13 芜湖 26 台州 39 淄博 



城市商业银行单项竞争力排名 

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与安全性排名（前50名）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1 上海 14 嘉兴 27 常州 40 自贡 

2 济南 15 西安 28 无锡 41 厦门 

3 绍兴 16 连云港 29 葫芦岛 42 银川 

4 杭州 17 安庆 30 包头 43 长沙 

5 深圳 18 天津 31 日照 44 张家口 

6 台州 19 福州 32 淮北 45 贵阳 

7 南充 20 泉州 33 攀枝花 46 湖州 

8 南京 21 咸阳 33 马鞍山 47 遵义 

9 淄博 22 东莞 33 苏州 48 昆明 

10 九江 23 阜新 33 芜湖 49 淮阴 

11 南通 24 宁波 37 大连 50 焦作 

12 合肥 25 温州 38 扬州 

13 北京 26 乌鲁木齐 39 齐齐哈尔 



城市商业银行单项竞争力排名 
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与安全性排名（前50名）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名次 银行名称 

1 上海 15 西安 29 葫芦岛 43 长沙 

2 济南 16 连云港 30 包头 44 张家口 

3 绍兴 17 安庆 31 日照 45 贵阳 

4 杭州 18 天津 32 淮北 46 湖州 

5 深圳 19 福州 33 攀枝花 47 遵义 

6 台州 20 泉州 33 马鞍山 48 昆明 

7 南充 21 咸阳 33 苏州 49 淮阴 

8 南京 22 东莞 33 芜湖 50 焦作 

9 淄博 23 阜新 37 大连 50 廊坊 

10 九江 24 宁波 38 扬州 

11 南通 25 温州 39 齐齐哈尔 

12 合肥 26 乌鲁木齐 40 自贡 

13 北京 27 常州 41 厦门 

14 嘉兴 28 无锡 42 银川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环渤海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天津 北京 天津 济南 日照 秦皇岛 

2 北京 天津 济南 淄博 秦皇岛 天津 

3 济南 大连 葫芦岛 北京 北京 锦州 

4 大连 石家庄 廊坊 天津 张家口 廊坊 

5 葫芦岛 济南 日照 葫芦岛 葫芦岛 葫芦岛 

6 日照 烟台 北京 日照 临沂 大连 

7 淄博 青岛 淄博 大连 沧州 日照 

8 廊坊 淄博 张家口 张家口 唐山 营口 

9 锦州 锦州 沧州 廊坊 济南 临沂 

10 烟台 潍坊 青岛 锦州 青岛 北京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环渤海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接上表）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1 临沂 临沂 临沂 临沂 大连 济南 

12 青岛 威海 锦州 烟台 石家庄 唐山 

13 张家口 唐山 烟台 青岛 烟台 烟台 

14 潍坊 秦皇岛 潍坊 营口 淄博 淄博 

15 沧州 日照 大连 潍坊 天津 威海 

16 营口 营口 威海 沧州 威海 石家庄 

17 石家庄 廊坊 营口 威海 锦州 潍坊 

18 威海 葫芦岛 石家庄 石家庄 潍坊 青岛 

19 秦皇岛 张家口 唐山 唐山 营口 沧州 

20 唐山 沧州 秦皇岛 秦皇岛 廊坊 张家口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泛珠三角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深圳 深圳 泉州 深圳 福州 南宁 

2 东莞 广州 福州 福州 佛山 佛山 

3 福州 东莞 东莞 泉州 厦门 柳州 

4 泉州 福州 柳州 东莞 桂林 泉州 

5 柳州 厦门 深圳 厦门 广州 东莞 

6 厦门 珠海 厦门 柳州 东莞 桂林 

7 南宁 南宁 桂林 南宁 泉州 深圳 

8 桂林 柳州 南宁 桂林 深圳 厦门 

9 广州 佛山 广州 湛江 南宁 福州 

10 佛山 泉州 湛江 广州 柳州 湛江 

11 湛江 湛江 珠海 珠海 湛江 广州 

12 珠海 桂林 佛山 佛山 珠海 珠海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长三角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上海 上海 南京 上海 嘉兴 台州 

2 杭州 杭州 上海 绍兴 金华 杭州 

3 南京 宁波 杭州 杭州 台州 南京 

4 台州 南京 苏州 台州 扬州 上海 

5 无锡 无锡 台州 南京 南京 绍兴 

6 绍兴 绍兴 南通 南通 宁波 南通 

7 宁波 温州 绍兴 嘉兴 无锡 徐州 

8 南通 台州 无锡 连云港 镇江 苏州 

9 苏州 南通 扬州 宁波 湖州 温州 

10 温州 苏州 嘉兴 温州 南通 金华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长三角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接上表）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1 扬州 金华 连云港 常州 常州 盐城 

12 嘉兴 镇江 温州 无锡 绍兴 淮阴 

13 淮阴 常州 宁波 苏州 淮阴 扬州 

14 连云港 徐州 淮阴 扬州 温州 镇江 

15 湖州 扬州 常州 湖州 苏州 无锡 

16 常州 淮阴 湖州 淮阴 徐州 湖州 

17 金华 嘉兴 镇江 金华 杭州 嘉兴 

18 镇江 湖州 金华 镇江 盐城 宁波 

19 徐州 盐城 徐州 徐州 上海 常州 

20 盐城 连云港 盐城 盐城 连云港 连云港 



东北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大连 大连 大庆 阜新 葫芦岛 哈尔滨 

2 葫芦岛 沈阳 葫芦岛 葫芦岛 沈阳 锦州 

3 锦州 哈尔滨 齐齐哈尔 大连 丹东 葫芦岛 

4 营口 长春 阜新 齐齐哈尔 抚顺 大连 

5 哈尔滨 锦州 锦州 锦州 吉林市 鞍山 

6 齐齐哈尔 吉林市 哈尔滨 大庆 阜新 营口 

7 大庆 辽阳 辽阳 营口 大连 辽阳 

8 阜新 鞍山 大连 哈尔滨 锦州 齐齐哈尔 

9 辽阳 阜新 营口 辽阳 长春 沈阳 

10 沈阳 齐齐哈尔 沈阳 沈阳 鞍山 阜新 

11 鞍山 抚顺 鞍山 丹东 齐齐哈尔 大庆 

12 长春 营口 吉林市 长春 辽阳 长春 

13 丹东 丹东 丹东 吉林市 哈尔滨 丹东 

14 吉林市 大庆 长春 鞍山 营口 抚顺 

15 抚顺 葫芦岛 抚顺 抚顺 大庆 吉林市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中部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长沙 长沙 焦作 九江 洛阳 株洲 

2 合肥 武汉 安庆 合肥 南阳 长沙 

3 焦作 郑州 九江 安庆 大同 合肥 

4 马鞍山 合肥 淮北 淮北 蚌埠 孝感 

5 淮北 太原 合肥 马鞍山 安庆 马鞍山 

6 安庆 南昌 芜湖 芜湖 太原 淮北 

7 芜湖 洛阳 马鞍山 长沙 赣州 新乡 

8 九江 南阳 黄石 焦作 芜湖 洛阳 

9 黄石 新乡 长沙 黄石 合肥 焦作 

10 洛阳 芜湖 湘潭 南阳 武汉 衡阳 

11 蚌埠 开封 岳阳 蚌埠 马鞍山 蚌埠 

12 湘潭 宜昌 蚌埠 湘潭 焦作 湘潭 



中部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接上表） 

名
次 

综合竞争力
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性
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理
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3 株洲 衡阳 洛阳 株洲 九江 芜湖 

14 新乡 株洲 荆州 岳阳 开封 武汉 

15 武汉 大同 新乡 新乡 衡阳 安庆 

16 南昌 马鞍山 赣州 赣州 荆州 南昌 

17 岳阳 安庆 南昌 大同 郑州 九江 

18 荆州 蚌埠 大同 洛阳 宜昌 黄石 

19 大同 焦作 株洲 荆州 长沙 开封 

20 南阳 荆州 武汉 南昌 新乡 宜昌 

21 赣州 湘潭 太原 武汉 孝感 荆州 

22 孝感 赣州 孝感 孝感 淮北 南阳 

23 太原 淮北 宜昌 宜昌 南昌 岳阳 

24 衡阳 九江 南阳 太原 湘潭 大同 

25 宜昌 黄石 郑州 开封 岳阳 太原 

26 开封 岳阳 衡阳 衡阳 株洲 郑州 

27 郑州 孝感 开封 郑州 黄石 赣州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西部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 

名
次 

综合竞争
力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
性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
理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 西安 西安 攀枝花 南充 兰州 乌鲁木齐 

2 攀枝花 重庆 南充 西安 贵阳 南宁 

3 南充 成都 宝鸡 咸阳 南充 攀枝花 

4 贵阳 昆明 咸阳 乌鲁木齐 乐山 贵阳 

5 乌鲁木齐 贵阳 西安 包头 咸阳 柳州 

6 银川 银川 包头 攀枝花 银川 包头 

7 包头 乌鲁木齐 柳州 自贡 西安 南充 

8 柳州 兰州 银川 银川 重庆 西安 

9 咸阳 包头 自贡 贵阳 昆明 桂林 

10 宝鸡 呼和浩特 遵义 遵义 成都 遵义 

11 成都 绵阳 成都 昆明 桂林 银川 

12 昆明 南宁 贵阳 柳州 宝鸡 兰州 



城市商业银行地区竞争力排名 

西部经济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接上表) 

名
次 

综合竞争
力排名 

市场规模
排名 

资本充足
性排名 

资产质量
排名 

流动性管
理排名 

盈利能力
排名 

13 遵义 柳州 西宁 宝鸡 包头 宝鸡 

14 自贡 西宁 乌鲁木齐 南宁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 

15 重庆 德阳 昆明 呼和浩特 乌鲁木齐 万县 

16 南宁 万县 呼和浩特 西宁 自贡 重庆 

17 呼和浩特 攀枝花 桂林 桂林 攀枝花 咸阳 

18 兰州 遵义 德阳 重庆 万县 昆明 

19 西宁 宝鸡 万县 兰州 德阳 成都 

20 桂林 南充 南宁 德阳 遵义 绵阳 

21 德阳 桂林 重庆 成都 南宁 西宁 

22 万县 咸阳 兰州 万县 西宁 德阳 

23 绵阳 乐山 绵阳 绵阳 绵阳 自贡 

24 乐山 自贡 乐山 乐山 柳州 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