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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业从业人员离职声明

钱博及先生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起不再担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打浦支行
营销副行长职务，自该日起其在
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王韬先生自 2021 年 5 月 7
日起不再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权支行行长
职务， 并已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即日起
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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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去银行网点了？ 如
今，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加速，银行
物理网点和机具数量在持续收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4 月初，今年
以来全国已有 431 家银行网点终
止营业。 不过，虽然量在减少，但这
并不意味着银行网点会消失。 业内
人士认为， 银行物理网点还是有其
存在的价值。

去年有2790个网点被撤销

银行物理网点和机具数量的收
缩是近年来的趋势。 根据央行最新
公布的 《2021 年第一季度支付体
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银行卡受
理终端数量有所减少。 截至一季度
末，ATM机具 6100.62�万台，较上
季度末减少了 0.77万台。全国每万
人对应的 ATM数量 7.13�台，环比
下降 1.58%。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4月初， 今年以来已有 431 家银行
网点终止营业。

据银保监会发布的信息统计，
2019～2020 年两年间退出的商业
银行网点超 6296 家。 其中，2020
年有 2790 个商业银行线下网点被
撤销，被裁撤的银行网点中，国有银
行占比为 37%， 股份行占 16%，农
商行和城商行分别占比 27%和
8%。

而融 360 维度的一项调查显
示，受疫情影响，用户金融消费习

惯变化显著。 约 85%的受访者对
银行线上服务的需求有所增加，
与之相对应， 接近七成的受访者
对银行线下服务的依赖有所下
滑。

有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去网
点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年人，银
行网点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

比起线下网点， 很多客户尤其
是年轻客户更愿意通过网络办理业
务。市民陈小姐也向记者表示，从去
年年初开始就没有去过银行， 因为
像转账、理财、缴费这样的操作手机
银行 APP都能搞定。

银行线上平台需求旺盛

线下网点的收缩和线上业务水
平的提升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科
技创新的发展， 银行的数字化水平
越来越高， 电子银行对业务的大量
分流， 柜面业务大量被线上平台所
取代，各个网点的客流量、交易量也
在不断地萎缩。

有银行专家表示， 用户需求的
改变和银行数字化转型对线下服务
的影响并非源自疫情， 疫情只是加
速了这一进程带来的改变。 融 360

维度调查数据显示， 从银行移动端
的功能服务使用情况来看，转账、汇
款、 查询等结算业务是用户使用最
多的功能服务，93.15%的受访者表
示使用过该服务； 代收代付和购物
消费分列二三位， 受访者使用比例
均超过 50%；另外，使用银行移动端
进行财富管理和接收投资理财资讯
的受访者达到 35.83%和 23.05%。

这表明， 银行在金融业务场景
化方面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 用户
不再单纯将银行移动端视为工具类
服务，而是能够满足理财、投资、消
费、支付等综合需求的生态场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盘和林表示，银
行不断提高其线上金融应用的易用
性， 并进一步对线上尤其是手机端
APP应用进行功能扩充。 金融科技
正在从底层改变消费者的使用偏好。

物理网点短时间内不会消亡

虽然线上平台对线下网点造成
了较大的冲击，但有专家认为，在服
务特定人群、 特定地区和非标转化
业务等诸多方面， 银行网点仍然有
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传统线下
网点一段时期内不会消亡。 原因是
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据统计，我国
有近 1.4 亿老年人依然游离在互联
网之外， 仍习惯通过传统的线下渠
道获取服务。如果物理网点消失，就
会影响到这些老年人享受应有的金
融服务。

此前， 中国银保监会印发的
《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知》指
出， 要求保留和改进传统金融服务
方式， 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积极融入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发展服务老
年人的特色网点。 要加强金融服务
下沉，进一步完善基础金融服务，根
据老年客户群体数量和金融服务需
求，合理科学进行网点布局。同时还
明确要尊重老年人使用习惯。 商业
银行要保留仍在使用中的纸质存
折、存单等老年人熟悉的服务方式，
不得强迫老年人使用银行卡， 不得
强制老年人通过自助式智能设备办
理业务等。

如今， 各家银行也都在打造特
色网点，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线上
线下联动。例如，工商银行深入推进
网点转型与智慧运营改革， 推出多
项地方特色政务民生场景， 上线公
积金、社保、民政等 100 余项便民
服务。 招商银行也打通线上和线下
渠道让客户在“网点 +APP+ 场景
生态”中享受更多综合化服务。 建
行的网点还打造了“劳动者港湾”，
配备饮水机、 休息桌椅、 手机充电
器、急救箱、雨具等装配，主打“服
务劳动者休憩”的概念。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武雯表示， 未来网点将不断向
综合化智能化发展， 一方面要加强
网点的定位建设， 提高整体的经营
效率； 另一方面要有效提升网点服
务水平，塑造银行的品牌形象。

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

4个月全国 400 多家银行网点消失

晨报讯 日前， 上海市政府公
布了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20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人员
（项目）的决定》，上海农商银行
服务的 60 家单位共计 58 个项目
（含多家企业共同完成同一项目）
分获 2020 年度上海市各项科学技
术奖。

从行业分布上看，该行服务的
科技企业获奖客户实现了硬核科
技产业的广泛覆盖，包括在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器械）、高端装备、
先进制造等领域集聚了一批科技
含量高、科创属性强的企业，体现
了该行科技金融业务深入服务战

略新兴产业、培育支持科技企业创
新发展的战略定位。 截至目前，上
海农商银行为本次获奖企业提供
的授信总额近百亿元。 其中，多家
获奖企业获该行持续五年以上的
培育支持。

“陪伴”是上海农商银行打造
“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的关键词，上海雄程海洋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就是众多该行陪伴的客
户之一。 2013 年 8 月，公司成立之
初， 作为典型的初创科技企业，此
时的雄程海洋缺乏有效抵押物担
保，融资难度较大，公司短期融资
压力陡升。

2015年， 上海农商银行初次
关注到该企业， 随即组织专业团
队对海上风电行业展开深入研究，
初步估量得出细分行业领域市场
前景广阔，充分认可其较强的科技
属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可以陪
伴成长的伙伴客户。 然而，科技型
企业轻资产的经营属性很难在传
统授信审批中获得青睐，如何突破
传统授信准入门槛，是上海农商银
行和雄程海洋亟待共同解决的困
难。 在综合分析雄程海洋当时的
情况后，双方最终确定以雄程海洋
最新签订的订单作为质押物，设置
以订单未来的应收账款作为还款

来源， 给予雄程海洋 500 万元的
先期融资支持。 上海农商银行成
为首家向雄程海洋提供贷款支持
的银行。 之后，雄程海洋在科技研
发先导的发展政策支撑下日益发
展成熟， 上海农商银行也不断配
套各类综合融资服务方案， 满足
其在成长发展各阶段的金融需
求。

本次评选中，雄程海洋获得上
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
对企业科技能力的肯定，也更坚定
了上海农商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在“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
给予金融支持的目标。

上海农商银行赋能战略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 部 ：昌 里 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西凌家宅路 35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新闻

晨晨报
新新闻闻报报社社广广告告部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六月十日 星期四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31 中国新相亲精编
10:51 中国式相亲精编
12:26 天气预报
12:31 连续剧：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
17:00 文娱新天地
17:25 名医话养生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电视连续剧：光荣与梦想
20:30 第 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

放"颁奖典礼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2 连续剧：黑白禁区

12:00 媒体大搜索
13:02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
16:00 最家设计
16:35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法治特勤组
19:45 连续剧：黑白禁区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45 亲爱的，起床了
09:00 欧锦赛的故事
10: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2:05 2020MXGP 越野世界集锦
13:00 弈棋耍大牌
14:15 2016 欧锦赛决赛:法国-葡萄牙
15:35 五星精彩-极地雪橇犬世界系列赛
16:05 2020-2021 赛季 NBA
17:00 五星精彩

电电电电视视视视 节目预告
17:26 ONE 冠军赛集锦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G 品篮球
20:00 五星足球-全民制作人
20:15 202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阿

塞拜疆站大奖位赛
20:55 欧锦赛的故事
21:30 体育夜线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6:10 《财经视频精选-价值三人行》
17:10 《首席评论》
17:39 《第一地产-超级装》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都市频道

08:32 人气美食
08:44 嘎讪胡
11:32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2:36 开心全接触
13:02 人气美食
13:39 X 诊所
14:41 开心全接触
14:52 嘎讪胡
15:55 星旅途
17:03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22:03 今日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