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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渐成主流
银行信用卡业务依然高速增长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铁路总公司
混改出现提速，近日动车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转让底
价 30.49 亿元。动车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确
定的下属企业中唯一经营动车
组WiFi的企业。

动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12月20日成立，注册资
本5000万元，目前由中国铁路投
资有限公司全资持有。财务数
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动车网
络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为零；
资产总计5000万元，负债为零。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
公告，意向受让方的投标底价
30.49亿元，一次性支付。意向
受让方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会同
转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3个工
作日内，须交纳91400万元交易
保证金到北交所指定账户，逾
期未支付保证金的，视为其放
弃受让资格。

对于受让方的资格，公告
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
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
业法人，意向受让方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及商业
信用，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条件。如为联合受
让，联合体各方只能参加一个
联合体。联合体各方以自己名
义单独参与受让或者参加其他
联合体受让的，均属无效。联合
体成员不多于5家，且每家联合
体成员受让标的企业股权比例
不低于5%。联合体应在联合体
协议中明确约定，牵头人合法代
表联合体各方负责本项目的保
证金支付、投标文件编制、合同
谈判等活动。联合体各方就本
项目向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

挂牌信息显示，如本项目
挂牌期间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转
让方式；如挂牌期间产生两个
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则采取招投标（评审）方式
确定受让方。交易保证金在产
权交易合同签订后转为交易价
款的一部分。

中航证券认为，高铁旅客
创造的流量将催生出交通WiFi
的需求蓝海，而高铁高频次、稳
定、封闭的特点也将进一步凸显
流量价值，有望成为WiFi非常优
质的运营场景。高铁与移动互
联网的碰撞，是铁路运营实现盈
利模式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也是
改善铁路经营效益、提升资产证
券化水平的良好机遇。

连续减员的数量在加大
截至2017年末，工商银行员

工人数为453048人，相比2016
年的461749人，减少了8701人，
而之前的2016年减员数是4597
人，连续减员的数量在加大。

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减员
人数均在9000人以上，建设银
行2017年末有员工352621人，
减 少 9861 人 ，较 上 年 减 少
2.72%，农业银行截至2017年末
在职员工总数487307人，较上
年末减少9391人。

中国银行则相对变化不
大，中国银行2017年末共有员
工311133人，其中内地机构员
工288206人，2016年末中国银
行内地机构员工为286391人。
交通银行内地员工也从2016年
末的90165人降至2017年末的
88906人。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目前
电子化的深入，电脑、手机的操
作交易越来越方便，不少需求
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出门去
银行网点办事的客户相比之前
已大幅减少，这自然对相应柜
面人员的需求也会下降。

记者今年初在离家不远的
一家银行网点就看到，银行网
点内撤掉了多个人工柜台，被
自助设备所取代，而双休日更
是只开放了一个人工柜台，遇
到该员工上洗手间，就算只有
一个客户也只能等待。而一些
网点原先为VIP客户设置的贵
宾服务柜台已经等同虚设了。

甚至有银行网点取消了双
休日的营业时间，一位准备出国
旅游的年轻人说，他双休日去附
近银行网点换汇，结果发现以前
双休日营业的银行网点关门了，

结果还是回家在网上办了。
线下过多的网点成本对于

银行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支出，
随着无现金支付的普及，微信、
支付宝等线上支付大行其道，
自然银行网点的使用率也就下
降了，银行不断传来获批关停
营业网点的消息，背后则是不断
提升的离柜业务率。据中国银行
业协会上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
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2017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达
2600.44亿笔，同比增长46.33%；
离柜交易金额达 2010.67 万亿
元，同比增长32.06%；行业平均离
柜业务率为87.58%。

员工的平均年龄在提升
伴随着减员数字，大银行员

工的平均年龄也在提升。对于一
些年轻人而言，如今银行工作已
经不是外界眼中的“金饭碗”。

记者翻查建设银行年报，数
据显示建设银行2017年末在职
员工中，41岁至50岁的员工最
多，有13.5万人，占比为38.45%，
51岁至59岁的员工有4.8万人，
占比13.7%。建设银行的员工中，
有半数员工的年龄超过了40岁。

2017 年末建设银行 30 岁
以下的员工8.5万人，占比只有
24.07%。而查询2016年末的数
字，30 岁以下的员工有 9.7 万
人，占比在26.86%，显示年轻人
的比例在下降中。

同样农业银行去年41岁到
50岁之间的员工有19.1万人，
占比39.2%，51岁以上的员工有
11.9万人，占比24.5%，也就是
说有超过六成的员工年龄超过
了41岁。31岁到40岁之间的
员工有7.5万人，占比15.6%，30
岁以下员工有 10 万人，占比

20.7% ，可 比 的 是 ，农 业 银 行
2016 年 末 30 岁 以 下 员 工 有
10.6万人，占比21.4%。

另外，中国银行相对年轻
化一些，41岁以上员工占比30%
多，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则未
披露相关数据。

运作模式或迎颠覆性变化
横向来看，国外银行业也

在减员，今年2月，澳洲的四大
银行之一澳洲国民银行宣布实
行大幅度裁员，裁员六千人，占
银行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在金
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倒逼
之下，国内银行业或许将迎来
运作模式的颠覆性变化，而减
员仅仅只是开始。

今年年初，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昆平就曾
撰文指出，我国银行业虽然并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减柜减员的
情况，但是，通过年报季报，可
以发现部分银行已经开始撤并
网点，同时伴随着员工数量的
减少。实际上，随着银行离柜
率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通过线上办理业务，而物
理网点则渐渐成为银行的“累
赘”，巨大的房租人工费用占银
行费用的比例相当大。自2014
年开始，部分银行对物理网点
已呈现收缩态势。这种态势随
着科技发展，时间的推移会得
以延续，而且会不断累积，目前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最
终会由量变到质变，到了临界
拐点将会呈加速态势。

尽管减员已是大势所趋，
五大行的科技类员工数量与占
比却都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与
此同时，银行对于金融科技、人
工智能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强。

离柜业务率提升 员工数量减少

国有大银行员工平均年龄在提高

中铁总30亿元出售动车网路49%股权

交通WiFi已现需求蓝海

面对不断减少的网点和不断提升的离柜业务率，银行减员似乎成为了
必然，记者查询最新公布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等国有大银行的年报，减员数字在延续的背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
有大银行员工的平均年龄也在提升。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尽管减员已是大势所趋，五大行的科技类员工数量与占比却都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青年报资料图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海市金融办、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监局于
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提升金融
信贷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的
意见》，旨在进一步推进金融服
务创新，提升金融信贷服务可获
得性和便捷性，助推本市形成充
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

市金融办负责人表示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监局和市
金融办将不断完善金融信贷政
策，引导各类金融资源向小微企
业、科创企业和“三农”等普惠金
融领域倾斜。

其中，在完善差异化货币信
贷政策和监管政策方面，对单户
授信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
业贷款等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
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

向降准政策，鼓励大型银行在沪
分支机构按照总行的规划设立
普惠金融事业部，推进落实有关
提升小微企业、科创企业和“三
农”不良贷款容忍度的监管要
求。

在深入推进科技金融模式
创新方面，深化投贷联动试点，
支持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
开展合作，推动试点银行设立投
资功能子公司。引导银行业金
融机构面向科创企业建立“六专
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优化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流程，开展履约保
证保险贷款等金融产品创新。

在降低企业信贷成本费用
方面。将督促金融机构依法合
规收费，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银
行以批发资金转贷形式与其他
银行业机构合作，充分发挥再贷
款作用。完善自由贸易账户体
系，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引入海
外低成本资金。

上海发布关于提升金融信贷
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