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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业的空间布局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主体，银行业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

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分析北京市银行机构的空间布局以及不同职能机构的分布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 1) 北京

市银行机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形成了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银行机构密集的区域，不同性质银行空间

分布存在差异． ( 2) 不同职能部门分布差异明显，银行管理机构较少，主要集中在北京市中心城区的金融街、建国门

外街道; 支行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聚在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分理处( 储蓄所) 的分布范

围广泛，机构数目最多的区域为北京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银行自助设备分布比支行机构更为广泛，也主要分布

在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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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0. 1 研究进展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

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大都市区生产

性服务业的区位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银行

业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主体，其空间布局是影响银行

企业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城市经济

格局的重要产业之一． 国外研究证实，金融服务业在

大都市地区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大多集中在大都市

CBD 区域［1，2］，随时间推移呈现多中心化的趋势［3］，

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因部门、行业、地区不同而不

同［4-7］．
近年来，国内对城市内部金融及银行业空间布

局的研究越来越多，已涉及到不同性质银行和银行

内部不同部门区位的探讨． 国内对于城市内部金融

及银行业空间分布的研究也发现其呈现明显集聚的

特征． 林彰平和闫小培［8］研究发现转型期广州市金

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

存． 林善浪和王健［9］研究表明，上海主要金融机构

均聚集于市中心，相对于银行业，证券业更加集中，

而保险业相对分散． 周珂慧等［10］研究指出潍坊市银

行业和非银行业的空间演变均表现出总部向核心区

段高度集聚演变，分部向外围逐步扩散的态势，但银

行业较之非银行业，时空演变规律性更强． 徐艳会

等［11］研究发现大都市城市内部银行网点布局的空

间集聚特色更明显，即高度集中在 CBD． 由于不同

性质银行在资产规模、属性及其发展优势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其空间布局也存在明显差异． 谭广明［12］

指出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呈

现出“行业化”的特点; 徐玮和张伟峰［13］分析认为

国内银行网点密度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

内，外资银行布局集中于 CBD; 李小建［14］指出与政

策性银行相比，商业银行会更加倾向于在居民区、企
事业集中地等直接客户地布局分支机构． 一些学者

进一步探讨银行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的布局． 李翠

敏［13］对上海市商业银行研究发现，总行和分行高度

集中在 CBD，特别是外滩和陆家嘴地区; 支行网点

按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划设置，一般布局在各区行政

中心或该区交通便利的所在; 分理处和储蓄所具有

遍在性的特点． 李小建［14］研究认为银行的服务网点

( 支行、分理处和储蓄所等) 会较为分散，而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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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和区域总部的区位会较为集中．
目前关于城市内部银行业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

素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对于不同性质银行的不

同职能机构的空间分布的研究还很有限． 本文从北

京市银行业具体情况入手，利用北京市金融年鉴和

各大银行网站相关数据等，分析北京市各个乡镇街

道银行业机构数，重点比较不同性质银行业不同职

能部门的空间分布差异．
0.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1990 － 2011 年北京市金融年鉴( 北京

市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等数据) 以及各大银行网站

资料( 2010 年底各街道银行分支机构数) ，分析乡、
镇、街道空间单元上的银行机构数目( 包括银行的

管理机构( 总行 /北京分行) 、支行、分理处 /储蓄所、
自助设备) 的分布，从不同职能部门机构数目的角

度探求银行业的职能机构分布特征．
本文中银行机构数统计的银行包括中国五大政

策性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总行营业部、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国家开发银行营

业部、中国进出口银行)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工商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股

份制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光大

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地方银

行( 主要包括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天津银

行、渤海银行、大连银行、杭州银行等) ． 外资银行机

构包括摩根大通银行、友利银行、韩亚银行、德意志

银行、新韩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六家法人机构和国外

银行在北京设的分行．

1 北京市银行业发展及空间分布

1. 1 银行业发展概况

银行业一直是金融业的主要部门，随北京经济

快速增长不断发展壮大． 总体来看，1991 － 2010 年，

北京市银行业虽然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在一些年份

上有较大波动( 图 1) ，但机构规模发展迅速，银行业

务量不断增加，业务种类逐渐完善． 北京市银行机构

从业人员持续增加，1998 年超过 4 万人，2006 年超

过 6 万人，2008 年超过 8 万人，2010 年更是突破 13
万人，在全市服务业总从业人员的比例除 2004 年出

现明显 低 谷 外 基 本 呈 现 上 升 趋 势，从 1991 年 的

0. 97%上升到 2010 年的 1. 69% ． 银行业已成为北

京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1 北京市银行业从业人员及占全市的比重

注: 北京市金融统计年鉴缺 2001 及 2003 年北京市银行系统

机构及从业人员数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金融年鉴( 1992 － 2011) 》;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1) 》．

按不同性质分类，北京市的银行系统主要有银

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地
方银行、外资银行这五大类． 2010 年各银行的营业

网点及从业人员数如表 1． 国有商业银行不论是机

构数还是从业人员都是最多的，2010 年国有商业银

行的从业人员占北京银行业总从业人员 55. 62% ．
股份制商业银行从业人员比重居第二位，占银行业

总从业人员的 19. 06% ． 地方银行从业人员占银行

业总从业人员的 17. 10% ． 外资银行从业人员占银

行业总从业人员的 7. 42% ． 政策性银行机构数目和

从业人员数目前比例仍很低．

表 1 北京市银行机构 2010 年营业网点、从业人员数量及比重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从业人员

数量( 个) 比重( % ) 数量( 人) 比重( % )

国有商业银行 1 632 45. 35 50 427 55. 62
股份制商业银行 904 25. 12 17 283 19. 06
地方银行 881 24. 48 15 505 17. 10
外资银行 165 4. 58 6 725 7. 42
政策性银行 17 0. 47 727 0. 80
合计 3 599 100. 00 90 667 100. 00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1. 2 银行业空间分布

北京市银行机构总数包括各银行的总行、分

行、支 行、分 理 处、储 蓄 所 等，总 行 19 家，分 行

57 家，支行 1 727 家，分理处( 储蓄所) 951 处，自

助设备 4 304 处． 银行业机构数目各个乡镇街道差

别较大( 图 2 ) ，金融街、建国门外街道拥有的银行

机构数达到了 110 个以上，而有些乡镇街道银行

机构数为 0． 北京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街

道银行机构较多，金融街周边地区、CBD 地区、中

关村地区、奥运村地区等形成了等银行机构密集

的区域; 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街道如大兴区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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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亦庄地区，顺义区的仁和地区、石园街道，通

州区的新华街道等银行机构数也较多; 其它地区

机构数相对较少．

图 2 北京市银行业机构分布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各大银行网站．

不同性质的银行机构分布存在差异． 国有商业

银行的机构分布集聚性比较明显，主要分布在北京

市中心城区，以及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区靠近中

心城区的部分街道和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机构数目相对少些，集中在金融街、建国

门外、月坛、展览路、学院路、亚运村、麦子店等街道

及其周边邻近区域． 地方银行的分布范围明显更广

泛，几乎覆盖了北京市所有的乡镇街道，而且各乡镇

街道的银行机构数相差不大． 外资银行机构高度集

中在建国门外、金融街、建国门、麦子店街道． 政策性

银行机构数最少，分布在中心城区的金融街、月坛街

道，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2 北京市银行职能机构空间分布

2. 1 管理机构的分布

管理机构包括中资银行的总行与北京市分行，

以及外国银行法人机构及北京分行，这些机构同样

属于银行业的管理机构，对其它的分支机构起到管

理作用，一般不对外营业．
管理机 构 高 度 集 中 在 北 京 市 中 心 的 部 分 街

道，北京市共有 13 家中资银行总行( 表 2 ) ，总部机

构大多 位 于 北 京 市 中 心 的 金 融 街、朝 阳 门、建 国

门、月坛、展览路这个几个街道，并且以金融街街

道为主． 22 家北京分行则有一半在金融街街道，其

余分布在市中心的景山、月坛、展览路、东四、广安

门外、朝阳门外等街道，另有两家分布在中关村、
安贞街道．

表 2 北京市中资银行管理机构分布

银行 总行 北京分行 银行 总行 北京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 展览路街道 金融街街道 深圳发展银行 金融街街道

进出口银行 金融街街道 景山街道 招商银行 金融街街道

农业发展银行 月坛街道 月坛街街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东四街道

工商银行 金融街街道 月坛街街道 兴业银行 安贞街道

农业银行 建国门街道 展览路街道 民生银行 金融街街道 金融街街道

建设银行 金融街街道 广安门内街道 渤海银行 金融街街道

中国银行 金融街街道 朝阳门街道 天津银行 金融街街道

交通银行 金融街街道 大连银行 中关村街道

中信银行 朝阳门街道 金融街街道 杭州银行 朝阳门街道

光大银行 月坛街街道 金融街街道 北京银行 金融街街道

华夏银行 金融街街道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街街道

广东发展银行 金融街街道 邮政储蓄银行 金融街街道 建国门外街道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外资银行在北京市的法人机构共有 6 家，其中

3 家位于金融街，其它位于左家庄、建国门外及三里

屯街道． 外资银行的北京分行共有 35 家，主要集中

在金融街和建国门外这两个街道，其中有 13 家位于

建国门外街道，8 家位于金融街街道．
2. 2 支行机构的分布

银行按照区域不同分为各个支行，银行支行结

构的分布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及覆盖范围，是研究银

行职能结构重要的部分． 不同性质银行的机构设置

不同，5 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北京

农村商业银行既有支行，支行以下又有分理处、储蓄

所; 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北京银行则只有支行，

没有分理处和储蓄所; 政策银行中只有农业发展银

行有支行机构，但数目很少; 外资银行主要是代表

处，支行也很少．
北京市银行的支行机构的分布较为集中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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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集聚在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县的重

点城镇． 银行支行机构分布最多的街道有金融街、亚
运村、建国门外、麦子店、月坛四个街道，支行机构的

数目都达到 40 个以上，其次是展览路、德胜门外、左
家庄、朝阳门外、海淀等地区或街道，支行机构的数

目也在 25 个以上． 其他如大兴区的黄村镇和兴丰街

道、亦庄地区，门头沟的龙泉镇，顺义区的天竺和仁

和地区，昌平区的昌平镇、城北街道，房山的良乡地

区等，也都是支行机构密集的地区． 在北京市最中心

的东华门、西长安、景山、什刹海等街道银行支行机

构分布较少，成为城市中心支行机构数的低值区．

图 3 北京市银行支行机构的分布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各大银行网站．

国有商业银行支行机构数目最多，主要集聚在北

京市中心四区以及外围区县的重点城镇． 股份制商业

银行支行数目相对较少，密集的区域主要有建国门街

道( 21 个) 、金融街( 18 个) ，其次是月坛、德胜门外、
朝阳门外、中关村、亚运村及望京街道等． 本地地方银

行覆盖的范围更广泛，没有支行的街道很少，并且各

乡镇街道之间支行数目的差别不大，没有相对集中的

区域． 而外资银行的北京分支数目较少，主要集中以

下几个街道: 海淀街道 5 家，建国门外街道 4 家，建国

门 3 家，望京街道 3 家． 政策银行数目较少，分布于中

心城区部分街道和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2. 3 分理处( 储蓄所) 的分布

分理处是接受银行支行管理的机构，既能办理

个人业务也可以办理对公业务; 而储蓄所是分理处

的派出机构，储蓄所主要办理个人储蓄业务． 许多银

行的分理处和储蓄所在一起办公．
分理处( 储蓄所) 数目最多的区域为北京市外

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图 4) ，如大兴区的黄村镇、亦庄

经济开发区，平谷区的龙泉镇等，分理处( 储蓄所)

数目都在 20 个左右; 分理处( 储蓄所) 分布较多的

区域大多是北京市大兴、平谷、昌平、通州等周边区

县的部分街道( 乡镇) ; 而北京市中心城区大部分街

道分理处( 储蓄所) 分布相对于支行数目较少．

图 4 北京市银行分理处( 储蓄所) 的分布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各大银行网站．

国有商业银行分理处( 储蓄所) 数目最多的区

域为北京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如平谷的龙泉镇、
密云的鼓楼街道、怀柔的怀柔地区、房山的良乡地

区、大兴的黄村镇等，而北京市中心城区大部分街道

分理处( 储蓄所) 分布相对于支行数目较少． 本地地

方银行( 主要是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分理处( 储蓄

所) 的分布与支行分布模式类似，几乎覆盖了北京

市所有的乡镇街道，而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分布很少．
2. 4 自助设备的分布

银行自助设备作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数量

上相对较多，大部分是依银行网点而分布的，另有一

大部分离行式的自助设备，因而在分布上比银行的

支行机构更为广泛( 图 5 ) ，但自助设备数较多的乡

镇街道的分布更靠近北京城市中心地区． 自助设备

数最多的街道分别为西城区的金融街、月坛、展览路

街道，海淀区的北下关、学院路、海淀、中关村、万寿

路等街道，朝阳区的亚运村、望京、建国门外、朝阳门

外等街道，丰台区的方庄地区、花乡乡，以上的地区

以及其周边邻近区域形成了北京市银行自助设备密

集的圈层． 在该圈以内是银行自助设备的稀疏区． 外

围区县的中心城镇同样是银行自助设备较密集的区

域，例如大兴区的黄村镇、亦庄地区．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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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京市银行自助设备的分布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金融年鉴( 2011) 》; 各大银行网站．

国有商业银行的自助设备的密集区域也是北京

中心城区部分街道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等，如

金融街、月坛、展览路、建国门外，以及黄村镇、亦庄

地区、城关镇、良乡地区、回龙观、天竺地区、仁和地

区等． 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及海淀、朝阳、丰台区靠近

中心区的部分街道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自助设备的密

集区域． 地方银行自助设备主要依银行的支行机构

分布而设立，离行式自助设备很少，与地方银行的支

行机构分布较一致．
2. 5 职能机构分布特征

银行业不同职能部门除了在机构数目上有较大

的差异外，分布也有各自特征( 表 3) ． 银行管理机构:

高度集中在北京市中心城区的金融街、建国门外等中

心城区的少数街道，不同性质银行管理机构分布类

似． 银行支行机构: 分布较为集中，形成以北京中心城

区和外围区县的重点城镇为主的支行机构密集分布

区． 不同性质银行的支行机构分布差异在于北京市中

心城区以外的外围区县部分，国有商业银行支行机构

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分布较密

集． 股份制商业银行支行机构只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分

布较集中，外围区县分布较少． 地方银行支行机构分

布相对均衡，各乡镇街道数目差别不大． 外资银行的

支行机构主要集中在 CBD、中关村和望京周边地区．
政策性银行数目较少，分布于中心城区部分街道和外

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分理处( 储蓄所) : 分布范围更广

泛，机构数目最多的区域为北京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

镇，分布较为均衡． 国有商业银行的分理处( 储蓄所)

趋于集中在北京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而地方银行

的分理处( 储蓄所) 数目在所有乡镇街道相差不大，较

为均衡． 银行自助设备: 数量上相对较多，有一大部分

是离行式的自助设备，因而在分布上比银行的支行机

构更为广泛． 国有商业银行自助设备的密集区域同样

也是北京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街道等，

股份制商业银行自助设备的分布主要集聚在北京市

中心城区的部分街道，地方银行的自助设备与地方银

行的支行机构分布类似同样分布较为均衡在北京各

个乡镇街道数目相差不大．

表 3 北京市不同性质银行职能机构分布特征
机构分布特征 总部 北京分行 支行 分理处( 储蓄所) 自助设备

中资
银行

政策性银
行

共 3 家，分 别 位 于 金 融
街、展 览 路、和 月 坛 街
道．

数目较少，主要分布于金融街、展
览路、和月坛街道．

数目较少，分布于中心城区
部分街道和外围区县的中心
城镇．

——— ———

国有商业
银行

共 5 家，其 中 3 家 位 于
金融街街道．

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部分街道． 主要集聚在北京市中心城区
以及外围区县的重点城镇．

数目最多的区域为北京
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密集区域是北京中心城区
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股份制商
业银行

共 11 家，仅有 3 家的总
行在北京，且较分散．

其中有 8 家位于金融街街道． 主 要 集 中 在 北 京 市 中 心
城区．

——— 集聚性明显，集 中 在 北 京
市中心城区．

地方银行 本地银行 2 家，均 位 于
金融街街道．

4 家外地银行的北京分行分别位于
金融街( 2 家) 、中关村和朝阳门街
道，2 家本地银行位于金融街街道．

覆盖的范围更广泛，没有相对
集中的区域，并且各乡镇街道
之间支行数目的差别不大．

较为均 衡，分 布 范 围 更
为广泛，几 乎 覆 盖 了 北
京市所有的乡镇街道．

分布较为均衡，同 样 在 北
京各个乡镇街道数目相差
不大．

外资银行

法人 机 构 6 家，其 中 3
家位于 金 融 街，其 它 位
于左家 庄、建 国 门 外 及
三里屯街道．

共 35 家，主要集中在建国门外和
金融街这两个街道．

共 32 家，主要集中在海淀街
道( 5 家) ，建国门外街道 ( 4
家) ，建国门街道( 3 家) ，望
京街道( 3 家) ．

——— ———

3 结论与展望

3. 1 结论

类似于国内外其他大城市，北京市银行机构空

间分布呈现明显集聚特征: 形成了中心城区及周边

地区银行机构密集的区域; 外围区县中心城镇街道

的银行机构数也有较多分布． 不同性质银行空间分

布存在差异: 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数众多，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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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股

份制商业银行机构数相对少些，主要集中在中心城

区及周边地区; 地方银行机构分布广泛，几乎覆盖了

北京市所有的乡镇街道，而且分布比较均衡; 外资银

行机构数少，高度集中在建国门外、金融街、建国门、
麦子店街道; 政策银行机构数最少，分布在中心城区

的金融街、月坛街道，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不同性质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空间分布差异明

显． 银行管理机构高度集中在北京市中心城区的金

融街、建国门外等少数街道，不同性质银行管理机构

分布类似． 支行机构分布较为集中，形成以北京中心

城区和外围区县的重点城镇为主的支行机构密集分

布区: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支行机构在北京市中心城

区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分布较密集; 股份制商业

银行支行机构只在中心城区分布较集中; 地方银行

支行机构分布相对均衡; 外资银行的支行机构主要

集中在 CBD 等周边地区． 分理处( 储蓄所) 的分布

范围广泛，机构数目最多的区域为北京市外围区县

的中心城镇: 国有商业银行的分理处( 储蓄所) 趋于

集中在北京市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而地方银行的

分理处( 储蓄所) 分布较为均衡． 银行自助设备比支

行机构分布更为广泛: 商业银行自助设备的密集区

域同样也是北京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县的中心城镇

街道等; 股份制商业银行自助设备主要集聚在北京

市中心城区的部分街道; 地方银行的自助设备分布

较为均衡．
3. 2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利用各个银行的分支机构

数，缺乏不同分支机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等资料，

由于银行机构的个体差异较大，仅从机构数目上分

析不免有偏差． 此外，除了银行业空间布局外，相关

问题如北京市银行机构分布现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

会资源是否相匹配，如何继续完善银行机构的布局

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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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al Agencies of Banks in Beijing

Liu Weiwei1，2 Lu Minghua1

( 1.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Jining Yucai Zhongxue，Jining，Shandong 272001)

Abstrac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as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As the

key part of financial services，banking indus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al agencies of banks in Beijign，this paper reached some coclusions．
( 1 )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anking agencies in Beijing presented agglomeration apparently: banking agenci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entral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while different types of banks located differently．
( 2)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agencies were obvious． Despite small number，management agencie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Jinrongjie block and Jianguomenwai block; bank branches agglomerated in central city and
central towns of peripheral districts; sub-branches distributed extensively，while central towns of peripheral districts
had the mose sub-branches; ATMs also mainly gathered in central areas and central towns of peripheral districts
while distributed even more extensively than branches．

Key words: banks，functional agencies，spatial distribution，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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