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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业多措并举共抗疫情———

保供应 稳价格 增人力 减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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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上市银行年报出炉

平安银行去年

净赚281.95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昨日， 上市银行首份 2019 年报出

炉。 记者在平安银行在线业绩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平安银

行实现营业收入 1379.58 亿元，同

比增 18.2%； 净利润 281.95 亿元，

同比增 13.6%。 营收、净利润增速

均创转型以来新高。 而 2019 年平

安银行股价上涨了 77%。

零售业利润占比 69%

作为向零售深入转型的银

行，转型动能已转化为实际业绩。

2019 年， 平安银行零售业务营收

799.73 亿元，同比增 29.2%，在全

行营收中占比 58.0%；零售业务净

利润 194.93 亿元， 同比增 13.8%，

在全行净利润中占比 69.1%。 同时

该行零售客户数 9707.73 万户，较

上年末增长 15.7%，管理零售客户

资产 19827.21 亿元， 较上年末增

长 39.9%。

去年， 该行新增投放民营企

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所有企业

贷款客户比例达 70%以上。 针对

小微企业的融资审批， 从传统 30

天减少到最快 26 秒，放款用时从

3 天减少到最快 10 秒， 贷款利率

下降近 200 个基点。

此外， 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

充足率分别为 9.11% 、10.54%及

13.22%， 均满足监管达标要求，较

2018 年末分别提升 0.57、1.15 及

1.72 个百分点。

2019 年 9 月， 该行 260 亿可

转债成功转股，转股率接近 100%，

从开始转股到触发有条件赎回仅

用 19 个交易日，刷新市场记录。

科技投入近 11亿元

据平安银行指出， 通过实施

科技引领的战略， 其数据化经营

不断强化。 提升产能效率方面，实

行 AI 战略，广泛应用自然语言处

理、生物识别等技术，赋能业务提

质增效。 其中零售人力产能得到

进一步提升， 人均营收同比增长

17.7%； 在零售业务实现 7×24 小

时闭环获客经营， 人均获客提升

50%；信用卡方面推出“一键办卡、

即享优惠”科技服务，实现场景化

获客和营销，发卡时间由原来的 2

天缩短至最快 2 分钟。

在风控体系方面， 充分利用

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赋能提升

风控水平。 2019 年，该行 IT 资本

性支出及费用投入同比增长

35.8%， 其中用于创新性研究与应

用的科技投入达 10.91 亿元。

保证“送菜上门”服务质量

记者获悉，疫情暴发后，广州地区

的多家大型超市线上业务都出现了 3~

5 倍的增长。 各大商超也做足措施，保

供应、稳价格、增人力，保障线上业务的

需求。

“因疫情的暴发，从大年初二开始，

蔬菜、肉类等民生用品成了市民的‘抢

手货’， 门店的外卖平台配送新订单突

然增长，日订单量快速突破百单，很快

又到了几百单，甚至更多……单个订单

的商品种类多至 120 件，订单金额超过

3000 元， 每天门店平均需要拨打 300

通以上的电话。 ”家乐福华南区电商经

理黄福填表示，为了避开人群，更多人

选择在网上外卖平台订购超市的商品

配送到家。 家乐福也积极组织货源，加

大本地蔬菜直采数量。 据介绍，目前广

州门店保证每日有 10 吨~15 吨蔬菜新

鲜上架，牛肉、猪肉、家禽供应充足，粮

油米面制品价格未调整。

除家乐福以外，其他大型连锁超市

也加入了“送菜上门”的队伍。如华润万

家，目前在广州的门店中，共有 97 家开

展送货上门服务。采用送货到家服务有

4 个平台，分别为华润万家 APP 及京东

到家、美团外卖、饿了么线上平台，它们

均有跟第三方物流合作送货， 比如达

达、蜂鸟。在货品供应方面，据广东华润

万家方面介绍，目前顾客在线上购买频

次增加，线上销售及订单量同比增长 5

倍。 为了保证供应，广州门店的蔬菜日

均发货量已达到约 75 吨、 生猪约 80

头、冷藏肉约 15 吨。随着供应货源厂商

的全面复工，公司货源已基本进入正常

供应。

广东永旺也早早启动了应急预案，

确保各类民生物资供应稳定， 价格平

稳。 从年初一至初七，广东永旺京东到

家平台的线上销售额增长了 4 倍。为应

对线上订单的增长，广东永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会增加 7 人支持

核心门店的 O2O， 较之前大概增加了

一倍的人力。美思佰乐旗下广佛七店都

加大了订货量，各类蔬菜、水果、肉类、

鸡蛋、牛奶等生鲜食品供应商基本全部

复工送货；米面、方便面等 70%以上复

工送货。 线上订单量

有 3 倍以上的增长。

广百超市也在加大力度组织货源。

年前超市方面就已有所准备，库存了过

万件的米油面食。 目前可稳定供应鲜

肉、蔬菜等每日鲜食，以及需求量大增

的消毒系列产品。另外，因应疫情发展，

广百超市也积极宣导顾客减少出行，推

广使用线上购物平台，其中广百超市在

京东到家平台上的订单量大幅增加，每

天接单量翻倍上升。

沃尔玛、卜蜂莲花、大润发等连锁

超市也在不同门店推出了送货上门服

务，市民可通过饿了么、美团、京东到家

等外卖平台下单。

此外，各大超市均加大了每日的清

洁消毒，各门店入口对顾客进行体温测

量、手部消毒，提醒佩戴口罩。有的超市

更是对购物车、购物篮等市民购物接触

最多的物品，在原基础上增加了清洁消

杀频次。 各大超市也均表示，目前商品

供应有序、价格平稳，市民大可放心消

费、理性购物。

购物中心开启“云逛街”模式

不仅超市，为了应对疫情，百货商

场和购物中心也纷纷推出线上业务。近

日，广州保利广场、百信广场、万菱汇、

丽影广场、恒宝广场等多个购物中心在

官微宣布开启线上购物通道，在减少顾

客接触的前提下，鼓励顾客通过线上进

行选购心仪物品， 通过扫描二维码下

单，直接快递到家，消费者在家就能轻

松实现“云逛街”。

由于临近 2 月 14 日的“情人节”，

天汇广场 IGC 还特别推出线上订购

“闪耀幸福好礼”，让有情人甜蜜表达相

思与爱意。

为了减少堂食用餐可能带来的客

流聚集，广州保利广场开展主题为“美食

外卖到家” 活动， 联合商户寻找有力的

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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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大 V背书，并寻找

本地的媒体微信公众大号帮助商户免费

宣传推广，配合商户降低库存，减少损失。

为鼓励消费者订购外卖，天环广场

还推出会员双倍积分，订购超过 3 次即

可领取精美礼物； 丽影广场近 20 家餐

饮品牌提供外卖直达服

务； 凯德广场·云尚更推

出 33 家餐饮商户外卖在

线， 奶茶礼券随单送，凡

惠顾指定外卖商家，还能获赠奶茶一杯

或 50 元代金券一张。 乐峰广场也推出

外卖服务，在指定商户品牌下单，还有

商场的礼品相送。即日起至 2 月 16 日，

广州太古汇联动场内各餐饮商家，精选

多款特色餐品推出“暖心关怀外卖餐

单”。

多家商场减免租金共克时艰

疫情爆发后， 广州多家商业广场如

时尚天河、漫广场、广州百信广场、广州万

民百货等纷纷宣布， 对商户租金以及物业

费实行减免。这让不少商家心头一暖，有望

减轻此后一段时间内零售商的压力。

有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30 日，全国

已有近 600 家百货、购

物中心主动

进行租金减

免，以实际行

动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工

作。从减租时间范围来看，多在 6~33 天

之间，7 天、9 天、15 天较为普遍。在减租

方式上，部分采用租金全免，超七成商场实

行租金减半。

在免除租金的企业中，万达商管的

优惠时间最长，为 33 天。 据了解，万达

广场 2019 年新开业 43 座，累计开业广

场达 323 座。 2019 年万达商管集团实

现收入 434.8 亿元， 租金收入 384.8 亿

元。 按此租金收入计算，33 天将产生减

免租金约 35 亿元。

另外，为减轻租户压力，祈福缤纷

世界也已发出通知，将减免租户春节黄

金周期间

（初一至初七）

一半的租金。融

创文旅集团也发布公告，对旗下运营中

的文旅城商业项目所有店铺的租金进

行减免支持，免除 1 月 25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的全部租金。 保利也宣布，1 月

25 日至 1 月 30 日期间，旗下购物中心

减免品牌商户租金。广州太古汇方面则

表示，目前公司已制订了春节期间根据

不同租户业态和需求提供相应的租金

减免方案，具体的细节将会与租户进行

沟通。

□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慧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本应该是销售旺季的春节假期按下了

“暂停键”，以百货和购物中心为代表的零售业遭受了较大的冲击。 近日，全联

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发布《购物中心行业抗击疫情专项调查报告》 指出，

2020年春节期间，几乎所有购物中心的客流和销售额都在大幅度下滑。面对严峻

的营收压力，不少购物中心在给商户减租免租的同时，迅速启动危机管理联手商

户推出线上购物、外卖到家、启动打折和赠送积分等策略与商户共渡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