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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服务成疫情期间银行重点

业务入口难找、电话服务质量低引消费者不满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金融业作为面向社会各界

的服务行业，在“疫”关前肩挑重

担。 为了解疫情期间金融服务是

否能有效触达、洞悉银行服务的

满意度，一向贴近民生，为民发

声的信息时报，为此推出了“3·

15”民生大调查———金融“战疫”

个人客户服务大调查。 本次调查

依托信息时报在官方网站、微信

号以及 140 多条微社区 e 街通

街道公众号面向市民发布公开

调查问卷，得到了近 2 万份代表

市民心声的调查结果，并最终发

布《广东金融企业 2020 金融战

疫个人客服服务报告》（下称《报

告》）。

《报告》显示，虽然银行全力

保障疫情期间基础金融服务，但

服务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 银行

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以及微信

公众号三大线上渠道已成为主

要办理业务办理地，且与传统到

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比例相当，

买理财、还贷款则是疫情期间受

访者主要办理的业务。 从机构数

据来看，四大行的服务满意度最

高，股份行中广发、招行、平安、

光大也排进前十。 总体来看，银

行在疫期服务质量有近 9 成受

访者表示满意，不过线上办理业

务入口难找、人工热线常难接就

成为大部分受访者不满的地方。

办理业务三大渠道：APP、官网、公众号

报告共采集有效问卷 19950 份，调查内容涉

及各大银行在疫情期间的综合服务包括 APP、网

点柜台、网上银行、等渠道以及个人金融业务包

括房贷、个人贷款、银行卡、理财产品等业务。 评测

对象为有一定代表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共计 23 家。

本次问卷共受访者男女比例为 53.66%和

46.34%，受访者以青年人群为主，年龄段以 30-

39 周岁及 20-29 周岁所占比例达 41.21%及

39.78%，共 76.65%以上受访者拥有本科及本科以

上学历。月收入水平在 6 千到 9 千元之间的受访

者比例达 36.12%， 其次为 3K 至 6K， 比例达

31.48% ，15K 以上和 3K 以下的仅有 7.22%和

7.94%。

《报告》中数据显示，得益于近年来各大银行

积极向线上渠道及金融科技的发力，以及保障疫

情期间金融服务的不间断性， 银行官方 APP、银

行官网、银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已成为主要线上办

理业务方式 ， 其占比分别为 48% 、46.27% 、

44.81%， 同时由于部分银行网点实施轮流营业，

也有 45.07%的受访者选择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

（该选择题为多选题， 百分比相加可能超过百分

之一百，下同）

从网络渠道来看， 网络渠道包含银行自有

APP、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调查数据显示在

银行自有 APP 办理最多的个人银行业务是购

买相关的理财投资产品 (67.02%)，其次是水、

电、 煤气等各种生活缴费 (66.46%)， 办理房

贷、车贷以及信用卡的还款 (59.26%)。 个人客

户使用银行网点、 银行网站办理业务的比例

低于银行自有 APP，但是高于微信端、电话热

线、他人代办等形式。 表明个人客户办理对于银

行直属端口拥有较高的信任程度。

而非网络渠道方面，非网络渠道包含到银行

网点，通过电话热线办理个人银行业务，找他人

代办三种形式。 调查中，选择银行网点办理个人

业务的受访者中，有超过 60%的人选择办理了购

买理财投资产品(67.38%) 和房贷、车贷等信贷业

务(63.39%)。

为了给客户办理提醒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超过 9 成受访者表示能收到有效银行关于业务

的办理提醒。

业务量最大

理财、信用卡还款、生活缴费

疫情期间， 各大银行均推荐

“无接触” 式办理业务， 如手机

APP、网上银行等。 具体到办理业

务分类， 受访者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基金、保险、纸黄金等投资产

品的占比最高，达到 60.73%。数据

显示， 个人投资理财业务的性别

偏向性较为明显， 女性比男性更

偏爱个人投资理财业务 。 有

62.72%的女性将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放在个人业务的首位； 相比之

下，男性仅占 58.96%。处于 30-39

岁之间的女性对该项业务的需求

更为明显。 调查中，该年龄段中的

女性有 64.23%选择将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作为自己最常办理的业

务。 而相同年龄段，做出同样选择

的男性占比为 62.06%， 比女性少

2.17%。

同时， 月收入水平也影响着

个人投资理财的业务需求，6000

元月薪属于分水岭。 月收入 6000

元以上的受访者， 有超过 63%的

人选择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月收

入 3000 元到 5999 元以上的受访

者， 选择办理投资理财业务的仅

有 59.38%。 两者相差 3.62%。 月收

入 3000 元以下的受访者，办理该

项业务的需求为 43.41%。

排在之后的是办理房贷、车

贷以和信用卡业务， 票数占比

达 53.92%。 具体到男女比例来

看， 在个人贷款业务方面男性

比女性偏向性更强。 虽然疫情

影响部分企业运行， 甚至影响

部分人的收入， 但仍有 54.73%

的男性在疫情期间要办理办理

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的还款，

而女性为 52.97%。 30-39 岁的

男性中，57.50%选择办理房贷、

车贷业务，20-29 岁的男性，则有

56.15%办理该项业务。 这表明青

壮年男性个人客户群体， 均有一

定的个人贷款业务的需求。 40 岁

以后， 选择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

男性比例逐步减少，40-49 岁年

龄段的男性占比 49.90%，50 岁及

以上的男性占比 41.79%。 相同年

龄段的女性中， 办理该业务的比

例分别减少 3.42%，10.03%。

46.77%的受访者将“水、电、

煤气等各种生活缴费” 作为疫情

期间办理的第三大个人业务。 男

性与女性通过银行办理水、电、煤

气等各种生活缴费业务的比例大

致相同，男性占比 46.59%，女性占

比 46.96%。

有 39.16%的受访者在疫情期

间办理转账业务。 转账业务的需

求与月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月收入水平在 3000 元到 5999 元

和月收入在 9000 元及以上的群

体，转账业务需求较为明显，均有

超过 40%的群体在疫情期间办理

过转账业务。 月收入在 3000 元以

下，6000 元到 8999 元的群体，办

理转账业务的比例均在 40%以

下，平均比例为 34.62%。

自 3 月起存量房贷利率定价

转换工作正式开启， 部分银行也

开启了线上“一键办理”的模式供

客户选择， 本次调查中共计有

31%的受访者在调查期间曾办理

该业务。此外，还有 15.58%的受访

者指出曾办理社保卡、粤通卡、车

主卡以及各类信用卡的业务，比

例较低也表明该项业务需求饱和

度较高。

从总体服务质量来看， 受访

者表示“非常满意”占比达 62.1%，

表示“满意”占比达 26.54%，表示

“一般”比达 7.72%，也就是说服务

质量达到“及格线” 的比例达

96.36%。 而同时也应该留意到有

727 人表示对网上或电话服务表

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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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在网上或通过电话

办理业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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