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33月月191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08版金融周刊 执行主编：李楠音 责编：周小雅电话：0791-86822163

客服热线：95519
电销热线：400-777-777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大行德广 伴您成长

客户服务热线：95588
网址：www.95588.com

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风险测评“网签”成潮
理财子公司揽客出新招

“春节过后，想用闲钱买点理
财，却没做过风险评估，必须要去
网点测评才能实现投资理财？”对于
许多理财投资者当前面临的难题，
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
多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经开始

“尝鲜”线上测评，打破首次购买理
财必须到网点进行风险测评的要
求。加码线上渠道、放开面签限制
已经成为理财子公司抢占发展先机
的潮流，在分析人士看来，未来理财
子公司必须加大线上营销的投入，
加大科技含量，以科技提升经营能
力，才能实现快速发展。

放开“面签”限制

3月15日，记者注意到，继邮储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理财子公
司率先打破首次购买理财产品必须
到网点进行风险测评这一要求后，
股份制银行也开始涉水布局。

“在家就能轻松办理，便捷操
作，快来体验！”光大银行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近日针对未在该行购
买过理财产品的客户，开通了首次
购买光大理财子公司“光大理财”
产品线上自助风险承受能力测评
功能。但首次购买光大银行非理
财子公司产品仍需在柜台面签。

加码线上渠道，放开面签限制
已成为理财子公司抢占发展先机的
潮流。2 月 6 日，邮储银行率先表
示，“没有做过风险评估的客户也可
以选择该行理财子公司中邮理财的
产品，1元起购，首次风险评估不用
到柜台，通过电子渠道风险评估后
即可下单，但仅限于该行理财子公
司中邮理财发行的产品”。此后，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也纷纷跟进。

2018 年 12 月 2 日，《商业银行
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提到，理财
子公司销售理财产品，应当在非机
构投资者首次购买理财产品前，通
过本公司渠道（含营业场所和电子
渠道）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这也
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面签”限制。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殷
燕敏表示，由于疫情，银行线下网点
的营销受到限制，银行线上营销加
速，理财子公司纷纷利用可线上风
险测评的优势拓展新客，疫情不仅
使老百姓的普通消费线上化比例提
升，理财的线上化也加速推进，未来
金融机构的离柜率会进一步提升。

资管市场线上争夺战

记者测评后发现，国有大行和
股份制银行的操作流程大同小

异。支持购买账户方面，邮储银
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
理财子公司产品不仅支持该行 I类
账户购买，并且也支持线上开通后
的 II类账户购买。

“用 II 类账户购买理财产品本
身没有影响，但问题在于 II类账户
超过限额的交易无法完成。”一家
国有大行理财经理向记者介绍，II
类卡单笔及日累计限额为 1 万元，
年累计20万元，理财产品一般金额
较大，所以建议投资者选择 I 类账
户进行购买。

I 类账户即传统上在柜面开设
的账户，可用于大额存取现金、理
财产品、转账、缴费、支付等。II 类
账户可满足直销银行、网上理财产
品等支付需求，不能存取现金、不
能向非绑定账户转账，一般情况
下，消费支付和缴费单日最高不超
过 1 万元。III 类账户只能进行小
额消费和缴费支付。值得注意的
是，II、III类账户均可通过线上渠道
完成开立，但如果想要进行支付等
功能，需要从 I类账户转入资金。

相比线下去网点面签，线上风险
测评相较线下也更加便捷、省时。对
比各家银行风险测评题目看，类别主
要包括年龄、家庭总资产、总资产金

融投资占比、最长接受的投资期限、
能接受本金损失范围等。不同银行
又根据自己客群定位和风险把控原
则制定不同的测评题目。

一位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告
诉记者，当前线上开户已经成为其
他资管机构的常态，远程开户的限
制放开使得理财子公司相较于传
统理财具有了更好的获客能力。
面签的测评内容与线上相差无几，
因此，线下面签性价比较低。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
芮认为，线上面签大方向会越来越
广，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但线下面
签并不会就此暂停，二者会在一定
时间段内同时存在、同时使用。线
上面签的优势在于用户不受时空
限制，便捷高效；劣势在于不能准
确理解信息时，需比线下花费更高
的沟通成本。

政策口子打开之后

自去年以来，理财子公司混战
陡然升温，疫情的冲击也使得理财
子公司重新审视销售渠道，未来渠
道的竞争不仅在线下也在线上。
上述国有大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

“线上面签未来将会成为主流，政
策的‘口子’已经打开了，就看各家

商业银行怎么做了”。市场观点大
多认为，未来理财子公司必须加大
线上营销的投入，加大科技含量，
以科技提升经营能力，才能实现快
速发展。

对理财子公司营销体系的构
建，殷燕敏强调，互联网渠道获客能
力非常强大，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
产品允许通过非银行机构代销，所
以理财子公司一直都非常看重线上
渠道，未来很有可能与互联网机构
合作，产品可在互联网平台代销。
未来线上获客是一种趋势，相比线
下获客来说，线上获客覆盖范围更
广、成本更低且更加便捷，理财直播
的“带货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但仍要看到，目前理财子公司
还处于新老产品的承接阶段，可进
行线上风险测评的理财产品类别
有限，产品种类较少，电子渠道拓
新服务需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
程。“还有客户沟通、客户身份识别
等瓶颈需要突破。”苏筱芮直言，

“例如，客户沟通、线上风险测评遇
到问题，机构应当如何快速响应；
如何证明客户在做线上风险测评
时没有被冒用身份，没有受到外部
干扰，是否自己独立决策等。”

（据《北京商报》）

一场突发的疫情，打乱了人
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正是这
场疫情的考验，让我们在点滴故
事中看到了工行人不忘初心使命
的党员身影；看到了敢于承担、团
结奉献的干部身影；看到了舍小
家为大家坚守岗位的员工身影。
故事虽小，但可见该行的团队温
暖、员工纯朴；也再次看到了工行
人服从大局、团结协作的可贵精
神和行动。

一切为了抗击疫情

突发疫情到来的时刻，工商
银行南昌都司前支行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该支行紧急开辟快速通道，在省
市行的指导下，上下联动，在半天
不到的时间内为省内最大某药企
提供了全省首笔 1.2 亿元疫情物
质采购贷款，此举受到政府和企

业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省疫情防
控做出了工行人的贡献。同时，
疫情期间，该行也积极关注辖内
户企业的生产经营动态和资金需
求，并向多家小企业和瑞颐等宾
馆服务企业提供了及时的资金支
持和还款计划调整。

班子调度会进入疫情防控
阶段，该行的“视频调度会”一
直没有中断——“口罩、消毒液
是否充足？”“员工和家属每天
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孕产妇
还在一线？”“如何调配人员支
持营业厅？”“怎样开辟防疫形
势下的营销？”……一个个问号
变成一个个行动指令，变成了
一个个员工心中的温暖。正是
本着这样的初衷和责任，该行
班子及时把组织的关心和防疫
要求传递到了每位员工的耳边
心中，同时也把员工的需求传

递到了班子的连线视频里——
危险和困难之中，党员干部始
终是中流砥柱。

“我站党员岗”

疫情发生后，为及时有效落
实各项工作的组织联络和应急处
置，该行内设部门设立了“党员值
班岗”（由总支委员、党员干部和
普通党员组成）。在征求内设部
门党员意见时，大家几乎一致的
答复是“服从安排，我上！”为此支
行组织了 14 名党员轮值“党员
岗”。春节假期以来，“党员岗”坚
持在支行开展的疫情值班、消毒
防疫、应急处置、物资发放等岗位
上，并协助营业厅开展大厅服务。

“有困难，我上”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为
减少员工受感染的几率，该行营

业厅主任樊敏主动放弃休息，为
员工顶班、定岗。春节以来营业
厅坚持营业的 15天时间里，樊敏
有 13 天坚守在工作岗位。昨天
担任现场管理，今天又当起了大
堂经理——用樊敏的话说，“我的
身体比员工好。况且在关键时刻
盯着营业厅我放心”。

线上营业不打烊

疫情期间，该行各网点在主
任的带领下，开起了“线上营业”
新模式——通过微信、电话架起
了与客户的联系，推动了独特的
线上营销，仅二月份支行共计外
呼电话达 1300 余位，发送微信短
信 7500 余条，支行独特的营销方
式实现揽入存款 3060 万元，营销
基金 99 万元，营销理财 2587 万
元，保险业绩11.5万元。

(黄晓)

抗击疫情 线上营业不打烊
工行南昌都司前支行抗疫小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
昌农商银行快速响应、主动作为，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工
作，全方位打好金融“组合拳”，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

极速调查，摸清企业贷款
需求。对受疫情影响贷款建立
企业、客户名单制管理，专人管
理全行受疫情影响客户台账，
及 时 分 析 客 户 受 疫 情 影 响 情
况。主动对接南昌辖内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金融需求，加大对
外贸、制造业等行业的信贷投
放力度，保障疫情期间重点企
业的资金需求。截至 2 月底，该

行累计对接重点客户 85 户。
减费降率，节约企业融资成

本。对重要的医药物资和生活物
资生产企业贷款在利率方面给予
一定优惠。疫情期间，江西开心
人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加大了口
罩、消毒液等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为确保企业流动资金充足，南昌
农商银行洪都支行在前期授信
4000 万元的基础上，第一时间满
足客户用信申请，贷款利率在原
有利率上下调了1.3个百分点。

高效对接，大力支持医药企
业。疫情出现后，江西汇仁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受江西省工信息化

厅委托协助采购额温枪、温度计、
口罩等医护用品，用于江西省辖
区内的医院及疾控等部门防控新
型肺炎的需求。南昌农商银行汇
仁支行在前期对其综合授信 2.24
亿元的基础上，快速为企业新增
授信 1亿元支持企业采购必需药
品。

创新产品，保障小微企业融
资。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
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该
行创新推出“百福复工贷”，最高
授信额度可达 1000 万元，并给予
优惠月利率 3.79‰，建立复工复
产贷款绿色信贷通道，信贷审批

部门设立专人专岗审批，当日上
报当日审批。江西梦琦珠宝有限
公司的杨久平便是首位获益者，
仅一天时间，杨久平就获得了200
万元的“复工贷”，。

一户一策，帮扶企业客户纾
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
业和居民，按照“实事求是、依法
合规”的原则，建立名单制管理，
对名单内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
1月23日至2月底，该行向困难客
户办理展期 22 户、金额 1.51 亿
元，向 64户困难客户投放信贷资
金5.42亿元。

(郑洁)

打好金融“组合拳”
南昌农商银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