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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及发展转型研究

李　瑾 1

摘要：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正逐步突破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

实现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转型。从新时期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新形势出发，

本文确立了以“强转型为主，智转型为辅”的基层网点发展阶段，并据此选取商业银行基层网

点竞争力评价指标，采用序关系分析法、熵权法和综合集成赋权法等测算指标权重，构建商业

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该评价体系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实证

分析，并得出相应发展建议。本文所构建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分析方法，其评价指

标、权重分析法和评价分析思路具有普适性，可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以及发展转型

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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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银行业利润空间日益收窄和渠道愈加多元，商业银行需要对现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开

展有效的评价和分析。截至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已达22.8万个，网点数量庞大但

分布不均，“过剩”与“不足”并存，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中心区网点密集，存在过度竞争；

偏远地区网点稀疏，存在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商业银行通过构建“云

上银行”突破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基层网点的发展转型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商业银

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可以为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布局、调整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

依据。

学术界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研究，

焦瑾璞（2002）最早系统地构建了我国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他将银行的竞争力分为现实竞争

1	李瑾，中级经济师，南京银行总行发展规划部，联系方式：lijin@njcb.com.cn。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

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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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潜在竞争力、竞争环境及竞争态势等，并针对各个层面设定指标；魏春旗（2005）从技

术、流程、组织、制度、人才、文化层面对银行竞争力做出系统的诠释；还有学者在研究方法

层面采用主观评价法或客观评价法对银行竞争力进行评价，近年来由于单独使用上述方法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缺陷1，许多学者采用将主客观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竞争力进行综合测评。

二是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策略提升研究，郭利群和佟立杰（2014）以“大数据”为背

景，认为基层支行兼有管理与执行的双重职能，要在大数据应用中以客户资源为核心，将数据

引入管理范畴，作为营销开展的基础。罗会蓉等（2014）认为应从加快营运转型、增强创利盈

利能力、加快培养优秀员工队伍、优化和完善绩效考核等四个方面入手，强化基层支行在商业

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现有研究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评价与发展研究还比较薄弱，

鉴此，本文在梳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面临的新形势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按照选取评价指标、

测算指标权重、建立评价模型的思路，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本文所构建的

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建立在商业银行对内、外部形势和基

层网点发展阶段的研究基础上，指标数据易采集，具备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实

例测算，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为各商业银行确定自身基层网点的指标权重提供借

鉴，从而使评价结果更有针对性。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基层网点

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新形势；第三部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第四部分实证分

析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应用情况；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总结与展望。

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与新形势

（一）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发展历程

我国商业银行网点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2：第一阶段是以区分网点功能定位、完善网

点空间布局为主要内容的“硬”转型阶段；第二阶段是以优化业务处理流程、提高网点服务效

率为主要内容的“软”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以提高网点营销力、辐射力和竞争力为主要内容

的“强”转型阶段；第四阶段属于外视型改革的“智”转型阶段，主要关注的是客户需求与客

户体验，并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综合竞争力。在实践中，网点转

1	主观评价法是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打分，但难以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主要包括

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客观评价法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但往往忽略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

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罗瑞敏，2008）。
2	资料来自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报告（杨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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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各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和独立的，而是接续交叉而不断演变的，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

的网点转型处于“强”转型向“智”转型过渡的阶段，表现为强调“强”转型的基础上逐步进

行“智”转型（见图1）。

 

 
 

 
 

 
 

 
 

 
 

 
 

 
 

 
 

图 1：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历程

（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的新形势

2017年，26家上市商业银行中的20家明确提出要对其基层网点进行优化转型，由此可知商

业银行基层网点在商业银行适应金融市场新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商业

银行基层网点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四种形势：

一是金融科技发展。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促使银行加快金融科技转型步伐。线

上渠道突破了物理网点辐射范围的限制，不断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这对基层网点的经营理念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二是普惠金融导向。2015年，普惠金融被列入国家战略，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发展方

向。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下沉物理网点，保持并提升各基层网点综合竞争力，提升对金融服务薄

弱地区的覆盖面。

三是资产质量承压。在风险频发、存量不良资产较多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基层网点仍存

在多方面的风险隐患。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基层网点的资

产质量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综合竞

争力。

四是零售战略转型。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对公业务风险，零售业务表现出良好的风

险缓释作用，基层网点作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渠道和支撑，其自身的销售与服务水平需

与零售业务转型相匹配。

在新形势下，基层网点实现由“强”到“智”的转型，是商业银行获取新发展动力的关键

环节，在实施转型前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科学评估，既符合现阶段基层网点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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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和新发展需求，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改进与提升其网点经营业绩，提升商业银行的整体竞

争力。

三、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一）总体思路

在现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要素分

解并测算评价要素对测评目标的影响程度，设立评价指标，并测算指标权重，从而建立商业银

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

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基于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本文的指标设计以“强转型为主，智转

型为辅”为主要原则，其中“强”转型侧重考察基层网点的盈利性、安全性、发展性、持续性

等主要竞争力；“智”转型侧重考察客户体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竞争力。在指标权重方面，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通过对赋权方法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优劣势的研究，本文采用将主观

“功能驱动原理”的序关系分析法(G1法)和客观“差异驱动原理”的熵权法相结合的加法集成

法。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权重的基础上，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见

图2）。

图 2：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思路

（二）评价指标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各类不同的评价指标组成在特定环境下能使其评价对象保持竞争

优势的综合评价体系。在以往的文献资料中，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设计主要表现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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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一是对基层网点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经营绩效考核、服务质量评价等单维度评价；二

是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评价主要基于“三性”原则，即从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角度，

搭配客户、产品、流程等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强”转型阶段的发展理念。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评价指标应契合基层网点发展的新特征，鉴此，本文以“强阶

段为主，智阶段为辅”的理念设计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评价的“强”指标和“智”指标。

在“强”指标部分，本文在现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评价维度的基础上，从盈利角度、风

险角度、发展角度和服务角度设计了盈利能力指标、资产质量指标、业务发展指标和服务能力

指标；在“智”指标部分，本文侧重考察客户体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竞争力，设计了零售业

务转型指标和网络渠道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总体划分为“强”指标和“智”指标两个维

度，其中，“强”指标包括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智”指标包括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

指标。整体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6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以及若

干项三级指标构成（见表1）。

表 1：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指标

思路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强”
指标

盈利
能力
指标

（M）

投入产出指
标（M1）

投入产出指标用利润费用比表示；
公式：投入产出指标 = 利润产出 / 费用支出
利润产出 = 净利息收入 + 中间业务净收入 + 其他营业净收入 + 营业外净收入
费用支出 = 人力费用 + 固定费用 + 变动费用

人均创利指
标（M2）

人均创利指标用人均创利额表示；
公式：人均创利指标 = 利润产出 / 员工数

业务
发展
指标
（C）

资产规模指
标（C1）

资产规模指标用信贷资产表示；
公式：资产规模指标 = 表内资产规模 + 表外敞口资产规模

负债规模指
标（C2）

负债规模指标用支行总负债表示；
公式：负债规模指标 = 活期存款规模 + 定期存款规模 + 非存款性负债规模

资产
质量
指标
（R）

不良贷款指
标（R1）

不良贷款指标用不良贷款率表示；
公式：不良贷款指标 =( 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 + 损失类贷款 )/ 贷款余额

逾期贷款指
标（R2）

逾期贷款指标用逾期贷款率表示；
公式：逾期贷款指标 = 逾期贷款余额 / 贷款余额

服务
能力
指标
（S）

临柜服务指
标（S1）

临柜服务指标主要指业务差错率、服务效能、反洗钱等柜面指标，银行在测
评时普遍采用现场检查得分与非现场检查得分相加总的方式；
公式：临柜服务指标 = 临柜服务现场检查得分 + 临柜服务非现场检查得分

厅堂服务指
标（S2）

厅堂服务指标主要指客户投诉、服务设施、网点环境等厅堂指标，与临柜服
务指标类似，银行普遍采用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得分相加总的方式；
公式：厅堂服务指标 = 厅堂服务现场检查得分 + 厅堂服务非现场检查得分



672018 年第 6 期

“智”
指标

零售
转型
指标
（P）

零售产品指
标（P1）

零售产品指标主要指银行向个人客户销售金融产品获得的收入情况；
公式：零售产品指标 = 自营理财中收 + 代销产品中收 + 托管产品中收

零售客户指
标（P2）

零售客户指标主要指零售客户数量；
公式：零售客户指标 = 高净值客户 + 潜在价值客户 + 普通客户

网络
渠道
指标
（N）

电子银行指
标（N1）

电子银行指标用网上银行新增户数和手机银行新增户数表示；
公式：电子银行指标 = 网上银行新增动户量 + 手机银行新增动户量

创新平台指
标（N2）

创新平台指标用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移动支付、支付平台增量表示；
公式：创新平台指标 = 微信银行增量 + 直销银行增量 + 移动支付增量 + 支付
平台增量等

注：1. 现场检查主要包括行内自查、第三方测评（神秘人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非现场检查主要

包括视频检查、电话回访、客户满意度调查等方式。

2. 商业银行主要按客户在银行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进行划分，划分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在指标测评时

需按测评银行的实际划分标准进行数据统计。其中，高净值客户指在测评银行内的个人金融资产高，具备

明显现有价值的客户；潜在客户指虽然现有个人金融资产一般，但收入和潜在价值都处于上升期的客户。

（徐敏，2014）。

3. 动户代表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激活并使用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的客户数量。

4. 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网络金融产品种类和创新能力，配置相应指标。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商

业银行在网络渠道发展上将取得更多突破，所以该项指标属于动态指标。

（三）指标权重

综合集成赋权法在“功能驱动原理”和“差异驱动原理”确定的权重系数基础上，采用

“加法”或“乘法”综合集成原理，将主、客观赋权方法有机结合。其中，乘法集成法有使大

者更大，小者更小的“倍增效应”，仅适用于指标权数分配均匀的情况（于海霞，2009）。本文

采取较为平和的加法集成法，将序关系分析法(G1法)和熵权法相结合对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客

观赋权，使权重的确定方案和评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1. G1法

G1法作为“功能驱动”原理赋权法下指标偏好型的一种测评方法，能更直观地表达评价

主体的主观信息。通过访谈和问卷调研，本文抽样收集了A银行具有代表性的支行负责人、支

行员工和总分行中后台岗位的15份调查问卷1，对各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比对，综合调

查问卷测评出的评价指标间的序关系，最终计算得出各不同指标对于评价目标的权重系数。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某种规定或原则确定唯一的序关系。

第二步，给出Xk-1与Xk相对重要程度的比较判断（具体赋值及其含义见表2）。假设评价专

1	本文对 A 银行部分员工调研的主要目的是来展示序关系分析法的计算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增加

问卷数量，从而提升序关系分析法的可靠性。



68 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及发展转型研究 总第 78 期

家组关于评价指标Xk-1与Xk的相对重要程度之比为wk-1/wk，则重要性的定量判断可表示为：

rk=wk-1/wk，k=m，m-1，m-2,…2 （1）

第三步，计算权重系数。

1
2

(1 )m m
m i k ik

w r −
==

= + ∏∑ ，
1k k kw w r− = ，k=m，m-1，m-2，……2   （2）

表 2：rk 的赋值参考表

r k

�k−1 �k

�k−1 �k

�k−1 �k

�k−1 �k

�k−1 �k

 

本文主要比较一级指标即盈利能力指标（Y 1）、业务发展指标（Y 2）、资产质量指标

（Y3）、服务能力指标（Y4）、零售转型指标（Y5）、网络渠道指标（Y6）间的序关系。根据

调查问卷1，认定Y1、Y2、Y3、Y4、Y5、Y6重要性序关系为 * * * * * *
1 3 5 2 4 6Y Y Y Y Y Y> > > > > 。设 *

iW

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经测算，重要性判断平均结果为：

 。

进一步计算得到： =+= ∑∏
= =

−
6

2

6
1*

6 )1(
k ki

irW （1+8.27）–1×100%=10.78%， ，

。由此得到评价指标

Y1、Y2、Y3、Y4、Y5、Y6的权重系数2分别为：      

 。

本次问卷针对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也进行了调研，但参评者普遍认为

各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同，且其中零售转型、网络渠道和服务能力等指

1	调查问卷要求评价者根据 rk 赋值表对各参数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和赋值，平均各问卷结果赋值结果，得

出各参数的序关系。
2	Wi 表示一级指标权重； iµ 表示二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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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构成会随着银行发展阶段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同而动态调整，较难区分其重要程度，借鉴

夏春秋（2014）的文献研究方法，本文把二级指标权重设定为各自上一层子指标的均值，

即μ1=μ2=1/2W*1=12.73%，μ3=μ4=1/2W*2=7.81%，μ5=μ6=1/2W*3=9.61%，μ7=μ8=1/2W*4=5.54%，

μ9=μ10=1/2W*5=8.94%，μ11=μ12=1/2W*6=5.39%。

2. 熵权法

熵是不确定性的度量概念，熵权法最大的特点是直接利用决策矩阵给出的信息计算权重，

无需引入决策者的主观判断。若用Pj表示j个信息不确定度（即出现的概率），则整个信息（设

有n个）的不确定度量也可用下式表示（谢赤等，2002）：

 （3）

其中，S是熵，K是正常数。当各个信息发生的概率相等时，即Pj=1/n时，S取值最大，则

熵最大。由此，可利用熵信息的概念确定权重。首先，设立多属性决策矩阵如下：

 （4）

用 表示第j个属性下第i个方案Ai的贡献度。

Ej表示所有方案对属性Xj的贡献总量：

 （5）

其中，常数 。

如此可保证0 ，即Ej最大为1。当某个属性下各方案的贡献度趋于一致时， （若

时，可不考虑该目标的属性在决策中的作用，即该属性权重为0）。由此可证明属性值由所

有方案差异大小来决定权系数的大小。

定义dj为第j属性下各方案贡献度的一致性程度， ，则各属性权重Wj如下：

1 （6）

本文以 A 银行为例，设立 M 矩阵，并运用熵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得到结果：

W*1=22.32%，W*2=18.91%，W*3=21.80%，W*4=8.80%，W*5=18.64%，W*6=9.53%。

同理，在一级指标项下，分别通过熵权法对二级指标权重进行测算，得到结果：

μ1=10.32%，μ2=12.00%，μ3=7.52%，μ4=11.38%，μ5=12.95%，μ6=8.85%，μ7=3.69%，μ8=5.11%，

μ9=11.92%，μ10=6.72%，μ11=6.48%，μ12=3.05%。

1	当 dj=0 时，j 属性权重为 0，可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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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法集成赋权法

在上述主客观赋权法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具有综合集成特征的赋权方法——加法集成赋权

法，对权重结果进行综合集成。

设pj、qj是分别基于“功能驱动原理”和“差异驱动原理”生产的指标xj的权重系数，则称

 （7）

wj是同时体现综合集成特征的权重系数，式中j=1,2,3…m，k1、k2为待定常数（其中

），进而得出：

 （8）

其中，i=1，2，3，…n，测算k1，k2的值就是求解在满足 条件下，使式（8）

取最大值。

根据拉格朗日条件极值原理计算可得： ； ；

， ，得到综合权重系数：

 （9）

其中，i=1，2，3，…m。最终得到一、二级指标权重（见表3和表4）。

表 3：一级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强”指标 “智”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
W4

资产质量指标
W5

业务发展指标
W1

服务能力指标
W6

零售转型指标
W2

网络渠道指标
W3

权重 23.81% 20.56% 17.33% 9.88% 18.28% 10.13%

表 4：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观法 pj 客观法 qj 集成法 wj

盈利能力指标
投入产出指标 12.73% 10.32% 11.47%

人均创利指标 12.73% 12.00% 12.35%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指标 9.61% 12.95% 11.36%

逾期贷款指标 9.61% 8.85% 9.21%

业务发展指标
资产规模指标 7.81% 7.52% 7.66%

负债规模指标 7.81% 11.38% 9.68%

服务能力指标
临柜服务指标 5.54% 3.69% 4.57%

厅堂服务指标 5.54% 5.1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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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转型指标
零售产品指标 8.94% 11.92% 10.50%

零售客户指标 8.94% 6.72% 7.78%

网络渠道指标
电子银行指标 5.39% 6.48% 5.96%

创新平台指标 5.39% 3.05% 4.17%

从各指标权重看，代表基层网点“强”转型阶段的指标占比71.58%，代表基层网点“智”

转型阶段的指标占比23.42%。两类指标的权重比例约为7:3，这符合前述基层网点正处于“强”

转型阶段，并逐步向“智”转型过渡，以“强为主，智为辅”的预期评价。

基层网点的盈利水平和风控能力是新形势下基层网点保持竞争优势的主要能力，业务发

展和零售转型是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工作重心，服务能力指标和网络渠道指标是商业银行在网

点智能化转型和金融科技驱动的主要体现。鉴此，本文构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

如下：

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 =23.81%M+20.56%R +18.28%P+17.33%C+ 10.13%N+9.88%S  （10）

其中，M表示盈利能力指标；C表示业务发展指标；R表示资产质量指标；P表示零售转型

指标；N表示网络渠道指标；S表示服务能力指标。

四、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应用

本文以A银行为例，将其基层网点各指标数据带入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对

其各基层网点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提供更为详尽的解析

思路。

（一）数据处理

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参评网点的经营范围、组织架构和支行属性应保持一致，从地域分

布来看，A银行辖内基层网点分为总部地区营业网点和异地营业网点，其中异地营业网点在组

织架构和人员配备上更为丰富。本文选取A银行开业满一年的异地营业网点作为评价样本。在

确定评价样本后，本文对近40项细项指标、2000余项数据进行预处理，方法如下：

1.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数据分布特征迥异且单位不同，为消除由此带来的不可公度性，本次

评价需要统一指标单位，即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min)maxmin) /(( XXXXRi i ���  （11）

2. 逆向指标的正向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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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中，资产质量指标中的不良贷款率和逾期贷款率属于逆向指标（又称望小型指

标），即指标数据越低，得分越高。正向化处理的计算公式为：

min)maxmin) /((1 XXXXRi i ����  （12）

3. 计算各方面分值及综合得分

通过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及正向化处理后，借鉴层差法、比率法，测算各项指标得

分，汇总加权得出综合得分。

（二）评价结果

为充分研究和解析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本文给出了评价结果分析的主体思路（见

图3）。

图 3：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思路

1. 各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A银行异地基层网点主要呈“两头小中间大”的钟型分布特征，这说明A银行基层网点的

竞争力总体稳定，发展较为均衡，但其中最高分为86.7分、最低分为27.2分，极值间差距较大。

表 5：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综合得分分布

区间 90~80 80~70 70~60 60~50 50~40 40~30 30~20 最高分 最低分 均值

支行数 4 13 19 19 8 2 1 86.7 27.2 60.9

2. 各地区间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从地域分布看，各地区间分值波动较为平稳。地区1、地区2在“强”指标部分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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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发展相对均衡，整体排名领先；地区3、地区4、地区5在“智”指标部分表现突出，“强”

指标部分风险管控水平较强，提升了整体排名；在测算中，地区6“强”指标中盈利能力明显

领先；地区7至地区9各项指标得分相对均衡，排名处于中部；地区10、地区11和地区12在部分

指标上存在短板，整体得分靠后（见表6）。

表 6：各地区指标得分分布

地区
“强”指标 “智”指标

地区
“强”指标 “智”指标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分值 排序

地区 1 59.4 1 15.4 7 地区 7 51 7 14.8 8
地区 2 57.2 2 15.8 6 地区 8 49.7 9 11.8 10
地区 3 52.9 4 17 2 地区 9 37.9 10 22.1 1
地区 4 51.7 6 16.1 5 地区 10 52.6 5 4.4 12
地区 5 50.8 8 16.8 3 地区 11 34.8 12 16.4 4
地区 6 57 3 9.8 11 地区 12 36 11 12.2 9

3. 同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

通过对同一地区内基层网点各项指标的细化与比较，有利于商业银行查找各基层网点在竞

争力上的薄弱点，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网点的竞争力，表7为A银行各地

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细化分析结果。

表 7：各地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的细化分析

地区 基层网点竞争力特征分析

地区 1 该地区基层网点竞争力综合得分在 70 分以上，辖内网点各项指标发展良好，较其他地区具
备一定优势地区 2

地区 3 该地区网点表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和零售拓展能力，资产质量稳定，建议进一步加强业务
营销力度

地区 4 该地区网点阶段性业务指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资产质量较稳定，辖内网点的利润产出能
力和费用管控能力有限，效益性指标相对偏弱

地区 5 该地区网点的主要优势为业务发展能力，其他指标处于中等水平：3家网点在零售业务偏弱；
1 家网点利润产出明显偏低；2 家网点资产质量承压

地区 6 该地区网点创利能力指标表现突出，但受限于地域经济发展能力，辖内 5 家网点零售转型
能力均排名靠后，拉低了整体排名

地区 7 该地区阶段性指标表现相对靠前，后续要重视发展性指标；目前 3 家支行中已有 2 家出现
不良贷款，风控能力亟待加强

地区 8 该地区网点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相对较强，但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客户积累薄弱，零售
业务和网络渠道业务总体规模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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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9
该地区各网点在零售和网络渠道业务指标上表现出明显优势；地区属超一线城市，同业竞
争激烈且经营成本高，盈利能力与省内基层网点存在一定差距；资产质量排名相对靠后，
13 家支行中已有 8 家支行出现不良

地区 10 该地区网点资产质量稳定，尚未出现不良或逾期贷款；地区居民密度相对较低提升了零售
客户营销难度，拉低了整体得分；其他指标处于中等水平

地区 11 该地区属超一线城市，经营成本高且同业竞争激烈，除零售和网络渠道指标表现相对较好，
其他指标都尚需加强，11 家网点盈利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占比 91%；2 家支行资产问题突出

地区 12 该地区各项指标均排名靠后，3 家网点在零售转型整体排名末三位，7 家网点业务发展指标
明显低于参评支行平均水平；各网点盈利能力均低于平均水平；2 家网点不良贷款率偏高

（三）发展建议

通过对A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发展建议：

对症下药，扭转落后网点经营困境。对本次评价中单项指标及综合得分靠后的网点，建议

属地分行从区位环境、人员配置、考核机制、管理模式等多方面考虑整改方案。对于长期落后

网点，建议结合经营实际，适时采取网点迁址、更换经营团队、改进营销管理机制等措施，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实力。

优化布局，合理配置新增网点。从评价结果看，省内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相对高于省外

地区基层网点综合得分，建议在增设或调整基层网点布局时，根据各地区综合得分结果，进一

步深耕省内地区，提升综合得分领先地区的拟设网点数，减少综合得分落后地区的拟设网点数。

找准发力点，强化业务营销力和辐射力。基层网点是商业银行业务营销的重要承载渠道，

建议基层网点紧抓业务发展主线，发挥相对优势，深入剖析并细分客户群体，提升对客户的深

入介入和一站式金融服务。在日常营销工作中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全方位服务

客户，扩大自身品牌价值和辐射力。

“强”“智”双转型，提升网点综合竞争力。目前，基层网点仍应侧重“强”转型，强化网

点在盈利能力、资产稳定、业务营销和服务上的经营能力，基于此，加强网点的智慧转型和零

售转型，加速互联网与基层网点渠道的融合，利用丰富手段提升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进一

步提升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现状和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发展形势的分析，本文尝试填补商业银

行在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上的研究空白，进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基层网点由“强”逐步向“智”的转型阶段为依据，以“强阶段为主，智阶段为

辅”为设计理念，构建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的“强”指标（盈利能力、业务发展、

资产质量、服务能力）和“智”指标（零售转型、网络渠道），形成了由6项一级指标和12项二

级指标组成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地覆盖了现阶段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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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主要特征。同时，通过梳理和研究管理评价方法中赋权方法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优

劣势，并结合本文数据类型的问题和特点，本文采用将主观“功能驱动原理”的序关系分析法

和客观“差异驱动原理”的熵权法相结合，并通过综合集成的“加法集成”赋权法，将主、客

观方法得出的权重相融合，综合专家评价的主观色彩和客观数学理论，使权重的确定方案和评

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本文以A银行为例，实证检验了上述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有效性。本文的

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和普适性。商业银行可基于此方法，根据我国金融环

境的改变、金融科技的进步和金融产品的优化而调整搭建适用于自身基层网点竞争力的评价模

型，为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优化布局和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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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have been undergo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which enables them to break the limits of physical radiation radiu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new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establishes "strong transformation the first,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as the principles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then accordingly select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constructs a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using order 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entropic method and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With this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stimates the competiveness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and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he evaluation model and method used in this model have the 
potential to apply to all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and c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for the benefit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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