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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业务发力

仍是未来金融服务发展的趋势

疫情期间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普遍向“无接触”

式发展，如官方

APP

、官方微信等，这对银行来说无

疑是对其线上服务的一次“考验”。 苏宁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陈嘉宁对记者表示，金融服务向 “无接

触”式发展，作为金融机构信息化，服务质量提升的

一部分，其实一直在进行。 这些工作在疫情之前，都

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只不过此次突如其来的

疫情进一步推进了线下业务的线上化转型。 线上业

务成为将来银行的发力点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服

务质量提升的必然， 疫情可能成为一个促进因素，

即使没有疫情，线上业务的发力仍然是未来金融服

务发展的趋势。

然而，在发展线上服务的同时，服务的质量同样

应引起注意。 如在调查报告中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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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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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宁认为，银行机构大力发展线上化服务，一

方面是合法合规性的问题，当前很多的规章制度是

针对线下场景设计的，如理财业务中的面签双录要

求，在纯线上化方面存在合规性的风险。 如何去跟

监管沟通协调 ，如何在线上化的过程中 ，通过添加

一些线下流程 ，满足合规要求 ，是需要各机构考虑

的；另一方面，服务质量的问题，如何引入一些现代

化的科技手段 ，包括大数据分析 ，智能客服等手段

弥补线上服务找“找人工服务难”的不足。 目前很多

先进的机构主要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利用机器解

决客户初级的问题， 一些机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

跳转到人工客服， 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

信用卡提供

差异化服务为“上策”

信用卡行业研究人士董峥认为，银行的无接触

服务就是服务互联网化、移动支付化，虽然现在真

正到银行网点的概率已经比较低了，一年都不会进

去几次，其中大部分服务基本上都能在网上银行和

手机银行完成，未来银行实体网点确实面临很大的

危机和挑战。 但是无接触服务不等于不接触，只是

接触的几率低了，然而很多服务还是要依托实体网

点的支持，避免金融风险，以及为社会服务的性质

体现，比如自助银行。

同时，由于银行服务大部分向线上发展 ，其传

统的信用卡业务也向线上化“靠拢”，但信用卡服务

如何在与其他网络支付、信贷产品的线上化竞争中

脱颖而出？

陈嘉宁指出，目前，信用卡产品与其他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卡产品之间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 如

何结合银行自身的优势，差异化定位产品，如何找

到细分客群并针对性地设计产品和服务，可能是信

用卡服务的突破之道。如某银行在外汇业务上有优

势，是否可以考虑针对留学生，或者出境旅行者设

计信用卡产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不过，董峥认为，信用卡服务线上发展这个趋

向并不是主流。 “无论侧重线上或线下，信用卡都是

为了持卡人的服务的， 而持卡人社会活动多种多

样，并不是都会在网上完成。 只是支付方式在一些

特定环境下有一些变化， 比如在国内和在国外，对

于移动支付、线上支付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董峥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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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热点：业务入口难找、人工客服常繁忙

“开通更多线上办理的智能渠

道， 减少银行网点的人员流动”、“希

望能够电话银行能安排更多的人工

坐席， 网上银行能够有人工应答，不

要只是 AI 机器人”、“前段时间疫情

期间人工客服没上班，建议还是留一

两个人工座席在”、“增加电话人工服

务，提高接通率”……这些收集到的

众多投诉意见表明，疫情给金融服务

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加大线上服务

的投入，提升服务水平以吸引客户迎

合大众才是“上策”，不过金融服务的

不足性和易引起消费者不满之处也

应该引起重视。

《报告》 显示，“网上办理业务找

不到入口，银行 AI 机器人不智能，不

能得到圆满回答”和“电话热线经常

繁忙或接通后无人工应答”引来最多

受访者的不满，其比例高达 54.21%和

42.35%。

由于疫情期间银行推荐大部分

业务可在 APP 及公众号等线上渠道

办理，有 40.44%的受访者表示“网上

办理的一些业务流程过长， 不简便”

和 36.81%的人认为“一些银行 APP

菜单设计不流畅，不能迅速找到业务

单元”， 比如在 APP 端办理的业务内

容和类型仍存在一定的限制，不能理

财签约、密码重置、批量销户、提前分

期还款等。 同时有受访者留言表示：

“手机银行需提供页面给客户反馈需

求， 并是否专人跟进， 转介理财经

理”、“软件不够稳定，经常闪退”、“每

家银行都有自己的 APP，占用内存太

多，跨行业务限制多”。

电话服务方面，个人客户对银行

客服热线电话服务提出不满主要集

中在客服电话难拨通、难接入人工服

务等问题。 对银行客服热线表达不满

的受访者中，有 46.15%的调查者认为

银行客服热线难以拨通，存在占线的

问题。 30.77%认为银行客服热线难以

接入人工服务，“电话银行一直不能

转接人工”“转很久都没转到人工”，

有部分个人客户认为银行设置障碍，

“转人工客服流程太复杂”，导致难以

获得人工客服的服务。 剩下部分个人

客户对客服热线不满的原因是出于

“客服声音不好听”“说话不清楚”等

其他个性化的需求。

此外，还有 18.99%的受访者表示

“满足个人需求的融资贷款产品太

少”以及 8.93%的人指出“业务收费不

合理”。

品牌满意度最高：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从服务机构品牌满意度来看，在

本次调查涵括的 23 家银行当中，五

大国有行得益于体量与服务客户数

量的优势， 其满意票数占比均到达

30%以上。其中，农业银行成为本次调

查满意度最高的大行，其票数比例达

到 42%，其次为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以及工商银行， 比例分别为 41.58%、

35.82%和 33.51% ， 交通银行则以

22.31%的得票率位列第五。

股份行方面，总部位于广州的广

发银行以 16.47%居股份行首位，紧随

其后的依次为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

广东华兴银行以及光大银行票数占

比分别为 12.35% 、10.29% 、10.15% 、

8.21%。 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则是在调

查中排股份行中末位，票数分别只有

4.5%和 4.47%。

本地城商行与农商行方面，广州

银行、广州农商行和南粤银行票数占

比差距不大， 依次为 4.07%、3.83%和

3.59%。 而在本次调查中调查样本票

数最低的是恒生银行、 汇丰银行、微

众银行以及其他银行。

多家银行服务质量引“吐槽”

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不间断给

市民带来了一定的便捷性， 但不能

忽视的是线上和电话渠道仍有部分

服务的问题突出。 APP 设置不人性

化 、 服务质量低 、 客服电话难接

通等问题普遍存在。 比如在对银

行自有 APP 最不满意的三家银行

分别是邮储银行 （17.67%）， 中信

银 行 （12.56%） 和 华 夏 银 行

（8.71%） 。 投诉率最低则是农业银

行 （3.67%）、 中国银行 （8.11%） 和

广东华兴银行 （8.71%）

银行卡办理作为银行基础的业

务之一， 同样受到受访者的关注。

在调查中， 64.75%的受访者表示经

常收到银行的业务卡业务办理提示

短信， 28.42%为偶尔收到， 6.83%

为没有收到。 但是也有受访者对

银行卡服务

（信用 卡推 销 、 还 款

没提醒 、 乱收卡费 ）

感到不满意。

认为“电话骚扰太多” “收费不

合理”， 推销银行卡业务令人感到

不满意。 在给出的品牌中， 建设银

行 （10.29%）、 招商银行 （13.08%）

和广东华兴银行 （14.58%） 则是投

诉率最低的三家银行。

同时， 银行员工个人的服务水

平也成为了受访者对银行个人业务

服务不满意的一个因素。 10%的调查

对象对银行柜台员工的服务态度提

出不满， 认为员工 " 服务态度不

好"、" 服务速度慢" 和" 客服业务员

不专业" 等。 在给出的银行品牌中，

不满意程度最高的两家银行分别是

建设银行 （45.03%）， 广东华兴银行

（41.24%）。 农业银行 （13.58%）、 工

商 银 行 （28.08%） 和 交 通 银 行

（34.56%） 则是投诉率最低的三家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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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业务办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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