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翩

日前，英国《银行家》杂
志发布了“2019年全球银行
1000强”最新排名，渤海银行
排名继续攀升，跻身全球银
行第133位，较上年提升了
45位，在国内银行排名也由
去年的27位提升至24位。

2019年，渤海银行坚持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守住风
险底线，努力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和金融服务
水平。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渤海银行总
资产达人民币11,169亿元，

同比增长 8%；2019 年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4亿
元，净利润人民币82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速达 15.7%，
高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
商业银行。截至2019年 12
月 31 日，渤海银行拥有 33
家一级分行（包括直属分
行）、30家二级分行、127家
支行、54家社区小微支行，并
设立了香港代表处，网点总
数达到245家，具备了辐射全
国的网络优势。

近年来，渤海银行以“最
佳体验的现代财资管家”为
长期愿景，公司业务聚焦在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优质
稳健、回报良好的龙头企业
核心客户群体，零售业务则
专注于当前金融需求旺盛
的“压力一代”和拥有一定
财富积累且亟需财资管理
服务的“养老一族”。作为
一家最年轻的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在金
融与科技融合领域展现了
锐意进取的一面，致力于打
造科技银行、生态银行、开
放银行。同时渤海银行积
极探索银行业敏捷转型，提
升数字化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成立敏捷银行实验室，

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
力，规模化解决客群痛点，
通过敏捷响应、快速迭代
为客户提供智能、便捷、高
效的服务。在科技赋能之
下，有效提升了渤海银行的
业务响应速度，提升了客户
体验和粘性，同时也有力支
撑银行高效运营、高质量的
发展。

6月 30日，渤海银行在
香港开启招股，将向全球发
售28.8亿股H股，不低于发
售价4.75港元/股，预计7月
16日挂牌上市后，渤海银行
的资本补充渠道有望进一步

丰富，资本补充规模进一步
扩大，成长潜力也将得到有
效释放。

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
发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
榜单，是国际最主流、最权威
的全球银行业排名之一，具
有极高的专业性与公信力。
排名原则上使用各家银行上
一年末的合并财务报表数
据，从全球2000多家银行中
选出，主要考虑巴塞尔协议
中规定的银行核心资本实
力，通过衡量银行资本充足
状况反映银行利润增长和抗
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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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逐渐好转，我国许多企业正
稳步恢复经营，但困于行业特
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各经销
商在这场经济复苏战中依然面
临严峻形势。

7月初，专做日用快消品
的北京某经销商顾明月终于
从资金周转的困境中走出。
去年年底，为了迎接春节期
间的商品大促，她垫付大量
资金囤积货物。“各大酒水饮
料、礼品礼盒向来是春节期
间的热销品。但疫情后的消
费者大都居家隔离，而传统
快消品一直对线下渠道依赖
较重，疫情暴发后，我囤积的
产品销量极速下跌，库存激
增。”顾明月说。

据记者了解，类似的库存
积压、货款无法回流、资金压力
陡增等问题，在经销商链条内
并不少见。

疫情催化传统
营销模式变革

经销商是企业终端零售商
销售渠道链里的一个重要环
节，在市场流通上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过去，各行业特别
是社会消费品行业，经销商市
场开拓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
产品的销售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 1—5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38730亿元，同比
下降13.5%。其中，除汽车以
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25946亿
元，下降13.0%。同期，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120294亿元，同比
下降13.5%；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18437亿元，下降13.0%。

“这意味着以零售、快消产
品为主的广大经销商，整个上
半年都在收紧荷包，找寻新的
盈利点，否则就只能关门大

吉。”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
王海平分析称，“每一次大波折
都会倒下一批企业，但同时也
会站起另一批企业。”

今年一季度，疫情导致商
圈人流量骤减，虽然不少实体
店空荡荡，但大街上不乏外卖
员、快递员在奔波。像七鲜超
市、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等平
台，每天都在循环补货。

“与其对疫情诚惶诚恐，不
如借此机会好好思考企业未来
的发展方向。”王海平认为，“经
销商面临的困境是传统营销模
式固化的必然趋势，而疫情仅
是催化剂。作为沟通厂商与零
售店的必要环节，经销商是传
统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发
展，传统经销商面临着严峻的
市场形势，如果仍不作出调整
以自救，那么疫情过后也难以
走出困境。”

主动扩展新渠道
才能跟上行业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线上多渠
道带货抓住了民众居家消费的

契机一路爆红，带动了大量销
量，促使不少生产制造行业开
始调整思路，压缩线下渠道投
入，发力电商和线上平台等新
渠道。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副
秘书长沈亚桂认为，这个时期，
京东、阿里等电商巨头纷纷开
辟B2B商业模块，打通线下线
上，形成生产、运输、仓储、分销
渠道的一体化。相对于电商的
数字化经营，经销商传统的管
理、运营模式存在的弊端展露
无遗，这对传统经销商的打击
更加致命。

厂家及供应商线上销售的
优势正逐渐显现。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年1—5月份，
全国网上零售额40176亿元，
同比增长4.5%。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33739亿元，增
长11.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24.3%。

面对这种状况，有经销商
叫苦不迭。顾明月告诉记者，
她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同行谈
论经销商群体会否渐渐淡出
市场舞台。

对此，从事经销商上下游

渠道建立的汉元科技负责人魏
志文认为，经销商群体在任何
时候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
使是线上渠道，也不可能完全
脱离经销商的运转。“只不过经
销商过去坚守的一些东西需要
作出改变调整，不要总是保守
的盯着线下，要多看消费者的
动向。”魏志文建议，“消费者向
哪儿走，我们就跟着向哪儿
走。线上已经拓展出电商购
物、视频带货、直播带货等多种
方式，分流走了大量消费者。
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就是主动扩
展新的渠道，才能跟上整个行
业的发展。”

整合优化产业链
保证盈利和防御能力

实际上，即使是企业自己
搭建的经销团队，也很难保证
不出现问题。记者调查了解
到，不少知名企业，如经营今麦
郎等品牌的乾元利通物流有限
公司，旗下三千多家下属门店
的业绩差强人意，推出的很多
商品销售优惠政策效果都不太
理想。厦高卫浴华北运营中心

董事长王志龙也表示，此前由
于公司商品种类多，每一个业
务员入职都需要进行一个多月
的商品培训，但即使这样做也
很难掌握所有的商品信息。

一些已走出困境、步入正
轨的经销商总结经验时表示，
想真正与行业共进步，单纯拓
展销售渠道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从管理、配送、营销等各个
方面进行革新，打造完整的经
营体系，以此保证盈利能力与
防御能力。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一
些企业开始搭建数字平台，利
用大数据优势为经销商提供选
品规划和市场分析等服务。

“大部分经销商依然保持
着传统的货品流通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
高，数据不明晰，没有办法做到
精准分析销售数据的功能。”
为经销商提供数字订货及管理
平台的元订货CEO贾贤庆认
为，应该通过整合优化产业链，
去掉不增值冗余环节，精准匹
配供需以及数字化改造生产线
等方式，来提升产业效率，实现
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协同升
级，这样才能跟得上产业互联
网发展的步伐。“此外，繁杂的
传统记账方式阻碍了经销商
对整体经营的了解判断，这是
很多经销商感觉又忙又累却不
挣钱的重要因素。”贾贤庆说。

数字订货及管理平台不仅
能解决企业管理营销问题，还
能有效减少供应商、经销商和
消费者之间的接触，防止病毒
传播。清华x-lab数权经济实
验室主任钟宏分析称：“在线订
货、订单管理、在线收款、线上
营销、数据反馈等功能可以实
现供应环节的可视化、网络化、
标准化和智能化。疫情期间，
大家应该重新深入思考，梳理
经营体系，修炼内功，为疫情后
的快速恢复做好充分的准备，
转危为机，逆势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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