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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之王”招商银行的当下与未来

2020 年以来，受金融业让利 1.5 万

亿等消息影响，银行股估值持续处于低

位。在此情况下，近期有不少银行高管

或股东增持自家股份。对此，招商银行

（600036）称，高管买入为个体行为，

银行业今年的确受压比较严重。但到

2021 年银行业所受负面影响可能会相对

减弱。

“零售之王”招商银行是投资者公

认的最优秀的银行，其最近 3 年的净利

润增速分别为 13%、14.84%、15.28%；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是 14.61%、14.92%、

15.19%。无论是从净利润增速，还是净资

产收益率上看，招商银行都是在逐渐变

强。

但即便如此，未来，招商银行仍面

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行业受压 招行受累

2020 年 6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

合理让利 1.5 万亿元”，让利的主要工具

是降息，2019 年末，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130 万亿元，贷款利率平均下调 0.77% 才

能凑出 1 万亿。考虑到商业银行净息差

只有 2.2%，0.77% 的利率降幅必然对商

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受此影响，银行业经营处于下降通

道，多数银行面临着息差下降，资产质

量边际恶化的问题，作为零售标杆银行，

招商银行也并不能独善其身。

财务专家王耀武在接受《企业观察

报》采访时指出，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一般来说会增加银行的业绩压力，即会

对招商银行的经营利润形成挑战。

根据招商银行公布的 2020 年第三季

度未经审计经营业绩，截至 2020 年 9 月

末，招商银行资产总额 76,505.75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9.92%；负债总额 69,860.9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47%。营业收入稳

定增长，净利润略有下降。2020年1-9月，

招商银行实现净利润 696.17 亿元，同比

下降 3.33%；营业收入 2,043.91 亿元，同

比增长 5.20%；其中，零售金融业务营业

收入 1,186.19 亿元，同比增长 10.95%，占

该行营业收入的 58.04%。尽管表面上看

业绩依然靓丽，但细看下来，招商银行

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监管在银行贷

款分类和不良容忍度上给予了一定灵活

性和弹性。但市场仍有担忧的声音，认

为银行资产质量的风险暴露存在滞后，

而这将会在明年有所反应。

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

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银行业内部唯有优胜劣汰、资源集中、

加速奔跑，才能更好地在新形势下服务

实体经济。

此外，招商银行还涉及违规与被投

诉，也对其口碑有所影响。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近日发

布的《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

投诉情况的通报》显示，三季度银保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

费投诉 85097 件，环比增长 26.5%。其

中，招商银行涉及投诉 6500 件，环比增

长 23.8%，居投诉量首位。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 中

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接受《企业观

察报》采访时指出，招商银行投诉量较

大与招商银行业务结构中更加注重零售

业务有关，也与近年来银行业竞争加剧

之下客户要求不断提高而银行内部的服

务提升跟不上客户诉求有关，同时可能

也与招商银行的业务转型有关。无论如

何，招商银行还是要从服务质量和内部

管理上不断提升来改善客户体验，以提

升客户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维系招商

银行的未来发展。

财务专家王耀武表示，作为零售之

王，招商银行有规模庞大的信用卡业务，

如果经济下滑，消费者收入不稳定的话，

必然会出现催收不当的问题，从而容易

引起投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恶意

催收估计也会游离在法律边缘。

2020 年 12 月 25 日，银保监会网站

公布的盐城银保监分局行政处罚公开表

（盐银保监罚决字〔2020〕32-36 号）显

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存

在以下 3 宗违法违规事实：向“四证”

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个人经营

性贷款资金流入楼市；授信资金用途管

理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

银保监会盐城监管分局对该分行处以罚

款人民币 85 万元罚款。

进军“下沉市场” 风险上升

招商银行盯上了月活 2 亿用户、24

岁以下年轻人最偏爱的 APP——B 站。招

商银行与B站联名推出借记卡后没多久，

2020 年 12 月 23 日，招商银行发布了一

款 B 站联名信用卡。

据央行数据显示，从 2008 年末到

2020年三季度，国内信用卡发卡量从 1.86

亿张增长到 7.66 亿张，其中，招商银行

信用卡数字化获客占比达 62.48%。近几

年来，信用卡发量增速有所放缓，市场

人士普遍认为，信用卡竞争已进入“下

半段”。对银行来说，挑战在于，怎样

走出一、二线城市，走向下沉市场，将

更多互联网年轻用户拉回银行。

但是，进入“下沉市场”本身就意

味着风险。三线城市以下的下沉市场人

群的收入稳定性，职业、住所的流动性，

信用习惯等方面的表现，与银行此前习

惯面对的一、二线白领人群有显著差异。

如何做好对此类人群的营销、贷前、贷

后风控，需要银行更深入地理解市场。

独立评论员、高级经济师周正国在

回复《企业观察报》采访时坦言，从人

均信用卡卡数量看，没有美国高。招商

银行历来是零售行之王，2C 业务也就是

个人业务风控到位；不过与蚂蚁集团支

付宝衍生的信用贷款业务比，还是有差

距。作为招商银行战略方向来说，扩大

优势业务是合理的考虑，毕竟其市场份

额还不够大。

央行发布的 2020 年 Q3 支付体系运

行报告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

总额 906.638 亿元，环比增长 6.13%，占

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 1.17%。

受到疫情影响，信用卡不良在前三

季度呈持续增长的趋势，银行也加大了

不良资产的清理。招商银行三季报显示 ,

由于疫情对银行零售业务的冲击仍在持

续 ,2020 年 1 ～ 9 月 , 招商银行信用卡

新生成不良贷款 240.75 亿元 , 同比增加

107.98 亿元；零售贷款（不含信用卡）不

良生成额63.56亿元 ,同比增加14.90亿元。

从本年度的信用卡逾期金额来看 , 一季度

为 918.75 亿元 , 二季度为 854.28 亿元 , 三

季度为 906.63 亿元。鉴于疫情对居民就

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影响仍在释放，

叠加共债风险等因素，预计零售业务风

险管控仍将持续面临较大压力。

在今年发行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项

目中，招商银行以信用卡不良贷款作为

基础资产的项目发行规模 5.34 亿元。

“今年从我们公司的业务体量上来

看 , 催收业务总量明显增长 , 但是回收

率的确有所下滑。”山东蓝光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说 , 该公司专业从

事不良资产管理和金融外包服务 , 目前

在青岛承包了多家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信

贷催收业务。张洁还表示 , 中国的信用

卡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 信贷资产质量下

降成为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 很多银

行都在衡量风险缓冲地带的宽窄。从近

期的数据来看 , 中国信用卡市场已经结

束了在发卡和权益上的“烧钱式”竞争 ,

正在告别“跑马圈地”模式 , 开始进入

精细化运营行列。

依靠信用卡业务进军下沉市场，还

有可能导致被投诉。在招商银行所涉及

的 6500 多件投诉中，有 86.1% 的投诉来

自信用卡业务，共计 5598 件，环比增长

24.4%。

财务专家王耀武认为，如果不按国

家的信用卡规定滥发信用卡的话，必然

会存在金融隐患。

投资人、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

宇对《企业观察报》表示，信用卡贷款

也是信贷，因此只要是信贷，那就一定

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出现不良率的波动，

也会伴随一定的风险产生。因此，信用

卡风险从宏观去看，它会取决于经济周

期。随着我国经济周期的下行，社会中

所积累的信用风险不断释放，那么信用

卡贷款相关的不良率也会上升。同时，

由于各个银行在风控所做的努力和技术

能力上的差异，他们发放信用卡过程当

中所积累的信用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风

控能力弱的、风控技术差的银行，信用

卡风险将会释放得更多。所以就银行而

言，最重要的还是风控能力和风控技术。

“金融科技”未来之路

“招商银行零售金融的增长会遇到

瓶颈。”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招

商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仍然有许

多短板，例如对公业务并非招商银行强

项，几大国有银行更占上风，所以 G 端

市场还需要大量的布局，而且目前资管

新规过渡阶段已接近尾声，拥有近两万

亿理财规模的招商银行转型压力巨大。

畅销书《蚂蚁金服》作者由曦回复

《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表示，始终认为，

招商银行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银行，而

是蚂蚁和腾讯，现在互联网一端受压制，

招商银行可以说迎来了最好的时刻。

在 2019 年圈内流传的一篇《招商银

行离冬天还有多远》文章中，招商银行

行长田惠宇称，银行没有专利壁垒，没

有供应链璧垒，几乎没有品牌壁垒，只

有一点“特许经营权”可凭依，也被互

联网金融肢解得七零八落。之所以暂时

还能舒服赚钱，是因为：第一，支付宝

一代还没有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第二，

企业金融整体上还没有实现数字化。两

个条件再过几年就不复存在了。

要跟上形势，就要不断变化。我国

银行业在实践的开放银行战略就是借助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业务进行结构重

构，以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方式

嵌入到场景中去。这正是金融对场景的

嵌入、与场景的融合。

招商银行再次抓住下一个战略机遇

期，那就是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的改变已成大

势，难以改变，对银行来说，奋起反击

是唯一出路。金融科技子公司被视为银

行数字化转型的“利器”，不仅改变着

银行业的管理模式、业务形态，还在进

一步引领银行业的变革，各家银行系金

融科技子公司跑马圈地，是银行转型的

必要方式，也是主动求变的进取之举。

田惠宇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说，

招商银行提出金融科技银行战略以后，

在成本投入方面，除了常规的费用，比

如业务管理费、人力成本以外，主要都

投入在科技。去年的信息科技投入超过

93 亿元，为了实施金融科技战略，还把

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写到公司章

程：2019 年起，每年投入金融科技的整

体预算额度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本行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3.5%。2020 年会继

续加大科技投入。

“通过这些金融科技应用，资损率

降低了多少，当年单项的投入产出是比

较容易算清楚的。我们计划今年全行应

用上云比例达到 50%，明年到 60%，后

年到 100%。类似这样数据中台和技术中

台建设的投入产出，当年是看不出来的。”

田惠宇说，经过这两年持续转型，全行

员工基本形成了对于数字化的感觉，就

像招商银行多年发展零售业务，全体员

工对零售业务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这种

感觉是很难用金钱衡量的。全员对金融

科技的感觉，看起来比较玄，但未来某

一天一定会从量变到质变。

财务专家王耀武指出，近日以阿里

为首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受到了监管“照

顾”，招商银行应该继续深耕自己的零

售领域，不要去玩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财

业务而自毁人设。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 中

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招商银

行未来在业务转型上还是要在继续维护

和巩固好零售业务这个优势领域的基础

上不断以综合服务能力和灵活机制来开

拓对公业务，以协助客户做好财富管理、

资产配置为核心，以优质与创新的主动

服务，从被动的为客户提供短期流动性

解决方案转向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主动金融服务转型。

■  作者 詹碧华

随着强冷空气的到来，提醒

广大市民做好防风、防寒、防冻

措施，我们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购买电暖器时，一定要注意以

下几点：

一、选择正规商场超市购买。

由于电暖器的技术门槛低，作坊

式小企业的产品在工艺上无法

确保安全性，消费者要综合考虑

电暖器的质量、性能、使用寿命

以及售后服务等因素，选择正规

购物渠道和信誉好的商场超市

购买。

二、注意查看标识标志。选

购时要注意产品标识、规格、型

号应与说明书一致，应有国家强

制性认证标志（3C 标志）、生

产企业名称、产品出厂检验合格

证、执行标准代号等。

三、安全规范使用。消费者

在使用电暖器过程中，应当注意

其他附属设备的安全要求，要使

用带地线的三孔插座，插座不要

位于电暖器上方。

四、注意摆放位置。电暖器

应放在不易碰触的地方，远离可

燃烧物，离墙应有 20 厘米左右

的距离。在使用中发现电暖器有

问题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

与经销商和售后联系，不要自行

检修故障。

消费提示

■ 红盾之窗

北京消费者
一周申诉情况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