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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目前，很多业内人士对于社区银行的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尤其是在国内，很多人对社

区银行的定义还比较片面。大多数人认为，社区银行其实就是各大银行在居住社区旁边布局

的普通分支行网点，立足点在于走进社区，服务社区；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并

不算真正的社区银行，它只是传统银行的&ldquo;服务走进社区&rdquo;。那么，真正的社区银

行则不同，不论是网点选址、功能定位、人员配备、业务特点等等，都是完全突出社区特色

的银行网点；它的特点是扎根在社区，为社区人们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兵分两路的情况，将有一路&ldquo;朝上走&rdquo;，主要做

大客户，做高端客户，搞国际化经营；还有一条路&ldquo;朝下走&rdquo;，做社区银行，扎根

基层，深挖小微企业。

      互联网金融与民营资本将是中国银行业未来所面临的最有力竞争者，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

将对传统银行业产生较大冲击。中国市场化进程与西方最大区别在于资金价格尚未放开便已

经受到互联网的冲击。社区银行与直销银行将成为中国银行业应对市场化资金价格和更开放

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出路之一。

      社区中存在大量潜在优质客户，而社区网点服务半径小，可以近距离接触客户，熟知客户

实际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升服务质量。通过服务质量和形象的改善，银行可

以获得稳定的客户群。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社区银行市场深度分析与前景展望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社区银行相关概述、中国社区银行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社

区银行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社区银行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

国社区银行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社区银行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社区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社区银行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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