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10日～16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阎嗣昱

A08 报道·综合

受宏观经济调整、利率市
场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商业
银行传统业务利润空间不断降
低，存贷利差持续收窄。为应
对市场环境变化，多家商业银
行加大零售业务投入，推动零
售业务转型。自去年开始，光
大银行明显加快了业务转型步
伐，并取得较好成绩。

2019年中报数据显示，光
大银行零售客户存款6945.6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95.34亿
元，增长16.73%。零售业务贡
献营业收入270.36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54.28亿元。私行
客户资产总量3547.67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346.09亿元，增
长10.81%。

2019年上半年，光大银行
借记卡累计发卡 6713.44 万
张，当年新增205.44万张；信用
卡累计发卡6686.33万张，当年
新增发卡633.60万张；手机银
行APP客户突破3430万户。

顺应监管要求和市场变
化，光大银行合理调整理财产
品结构，搭建净值型产品体系，
围绕“七彩阳光”系列产品，持
续拓展直销业务，同时布局代
销业务。作为中国超大的开放
式缴费平台，光大银行“云缴

费”今年以来持续打造生活圈、
经营圈、政务圈三大场景，项目
接入保持快速增长，非税云、交
通云实现重点突破，继续保持
市场领先优势。“阳光个贷”加
快业务线上化、集约化和智能
化建设，新E贷业务流程实现
手机移动端的客户“一站式”贷
款服务，提升线上营销和风控
效率。

在金融科技不断重塑银行
业态的当下，光大银行也在持
续推进数字化建设。目前光大
银行智能柜台已迁移九成柜台
业务功能，有效提升了网点的
服务效率；外拓PAD系统支持
外拓主动营销，扩大了业务办
理范围；手机银行上线智能搜
索、语音识别、千人千面、视频
客服等功能，改善了客户智能
服务体验。此外，光大银行还
加强了对大数据、云计算、生物
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

拓展新客户群，挖掘潜力
客户，提升客户质量，也是光大
银行零售转型的重要方面。为
此，光大银行在五个方面持续
发力，包括持续推动项目导入
客户，保持高价值客户平稳增
长;发挥云缴费名品营销作用，

提升用户向客户的转化率;完
善零售客户评分模型，实现客
户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零售
系统平台建设，实现客户画像
和智能营销;加强集团内企业
联动，共享资源，促进业务协同
发展。

此外，光大银行在零售转
型中还聚焦E-SBU生态链建
设，做实场景金融。通过整合
光大集团内各类资源，丰富客
户服务手段，从综合金融、场景
金 融 两 条 路 径 推 动 财 富
E-SBU个人客户生态链建设，
即围绕高净值客户打造私行生
态链，围绕长尾客户打造移动
金融生态链，围绕出国场景打
造出国云生态链，围绕旅游场
景打造旅游生态链，围绕生活
缴费场景打造云生活生态链。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光大银行还将积极搭建客
户分层管理服务体系，实施客
户生命周期管理计划，构建以
客户为中心的智能营销中台，
持续增强客户服务能力，优化
业务受理流程和渠道，提高客
户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意
度，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度和
覆盖率，让光大银行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惠及更多的客户。

光大银行零售客户突破1亿
深化业务转型 探索新零售发展模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范贝贝

近日，记者从光大银行获悉，该行零售客户目前已
突破1亿户大关。在建设“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引
领下，光大银行积极探索新零售发展模式，以客户为中
心，重塑渠道、产品和服务，加快向“敏捷、科技、生态”转
型。光大银行积极搭建互联网合作渠道，构建数字化、
线上化获客新模式；推动重点项目和业务落地，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专注业务流程优化和
服务效率提升，加快营业网点的智能化、轻型化转型。

近年来，光大银行通过
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新
浪等互联网头部平台合作，
将互联网的流量优势与银行
的专业金融服务能力相结
合，积极拓展线上化业务，提
升线上营销能力。目前，光
大银行通过线上渠道获客
1198万户。

依托重点项目和业务，
光大银行充分发挥薪资代
发、三方存管、资金托管、出
国金融等项目的客户导入作
用。“薪悦管家”综合金融服
务平台为薪资代发客户提供
专属化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以出境场景为依托，光大银

行的“出国云”业务模式为个
人客户和合作商户提供出境
前中后、出国上下游产业链
的全流程出国金融服务。

此外，光大银行还加大
科技赋能，应用金融科技新
技术，升级智能服务渠道，推
进 智 能 柜 台 、移 动 外 拓
PAD、客户经理工作台、光大
超 市 等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
2018年12月，光大银行首家
具有超市形态的银行网点
——“伴客易”光大超市开
业。光大超市除了能办理商
业银行业务外，还集成了光
大集团旗下其他企业的产品
和服务。

科隆新能源科创板 IPO
获受理，拟募资6.13亿元

9月30日，河南科隆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隆新能
源)科创板IPO获上交所受理。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科隆
新能源本次科创板 IPO拟发
行1.06亿股，共拟募资6.13亿
元，全部用于三大项目：年产
1.2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
前驱体建设项目、年产4000
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建设项目和高性能动力
电池正极材料研发中心项
目。

作为高端电池松下、三
洋、GP、汤浅的首席材料供应
商，科隆新能源已占据中国甚
至全球的高端电池市场。资
料显示，科隆新能源成立于
2004年3月，注册资本4.25亿
元，注册地位于新乡市，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科隆新能源承担国家863
项目;主导产品为球形氢氧化
镍和三元材料前躯体、三元材

料，主要客户包括LGC、L&F、
JFE、优美科、国轩高科、比亚
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招股书披露的最新业绩
显示，2019年一季度，科隆新
能源营业收入3.07亿元，净利
润 1324.36 万元。截至 2019
年3月31日，科隆新能源资产
总额达23.11亿元。

国字头基金、深创投、河南
战新基金先后入股

作为高端电池的材料供
应商，科隆新能源先后获得多
路资本投资，其中包括国字头
基金、深创投、河南省战新产
业投资基金等。

2015年，科隆集团、程清
丰、深创投、百瑞创投、红土创
投等作为发起人，科隆有限改
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先进制造
产业投资基金与科隆新能源
签约，中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投资2.5亿元支持河南科
隆新能源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先进制
造产业投资基金是由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牵头，中央财政资金与
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的国
家级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
向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
人、新材料等领域市场潜力
大、关联程度高、带动能力
强、产业基础好的优势企
业。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注册资本220亿元，其中，财
政部出资比例占36.36%、国
家 开 发 投 资 公 司 出 资
18.18%、工银瑞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15.82%。

2018年 3月，河南省战
新产业投资基金、智健投
资、国创新能、道泰信贯、
龙盛九号等以货币形式对科
隆新能源增资共计32489.35
万元。

河南省战新产业投资基
金注册资本150.05亿元，主
要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出资比例为99.94%。

作为科隆新能源的控股

股东，科隆集团持有科隆新能
源 1.98 亿 股 ，持 股 比 例
46.48%。科隆新能源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程清丰持有科隆
集团73.84%的股权。

机遇与风险并存，公司面
临多方面考验

作为新能源汽车材料供
应商，冲击科创板IPO的科隆
新能源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并
存。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
模巨大。工信部、国家发改
委、科技部印发的《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到，到
202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将达到500万辆，年产销规
模达到200万辆。据GGII数
据，2017年，三元锂电池在动
力电池领域的出货量占比已
达48%，2018年已超过60%，
三元锂电池已成为动力电池
市场的主流产品。

科隆新能源致力于电池
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的研

发，公司长期的技术积累为本
次融资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良
好的技术基础。

在拥有前景广阔市场的
同时，科隆新能源也存在诸多
挑战。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市
场前景向好，三元锂电池行业
吸引了大量新企业加入，同时
现有的三元锂电池企业亦纷
纷扩充产能，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

在自身管理上，科隆新能
源在应收账款回收和高资产
负债率等方面也存在风险。

据科隆新能源披露，如果
公司下游客户经营环境恶化，
公司应收账款存在发生较大
实际损失的风险。同时，应收
账款规模的持续增长将占用
更多营运资金，使公司面临更
大的资金压力。

面对机遇与挑战，科隆新
能源在招股书中提到，未来将
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

国字头基金、深创投、河南战新基金入股

河南科隆新能源冲击科创板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黄鑫

破亿动能：
深入互联网渠道获客，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加大科技赋能

深化转型：“名品”工程、数字化建设、客户挖掘和场景金融齐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