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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柜员是份什么样的工作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银
行员工的收入存在着很大的岗位
差异和地区差异。比如，同一家
支行的员工，有的业绩特别好，一
年奖金几十万，有的干不出成绩，
只能拿到基本工资，随时还有被
末位淘汰的风险。所以，笼统地
说银行工作收入减少失去吸引
力，很不客观。不过，大部分银行
人士都不否认柜员是银行各种岗
位中收入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岗
位，
“十分辛苦”
。
曾经被大众视为高薪体面的
银行工作近年来似乎越来越普
通。去年年初有银行员工晒出
1.5 元的年终奖，今年有柜员吐槽
年终奖只有 48.5 元。最近，又有
银行员工在媒体报道中叫苦：北
京银行柜员月入不足 4000 元，年
终奖为零！银行基层员工的收入难
道真这么少吗？柜员一年究竟能挣
多少钱？记者最近采访多位业内人
士发现，柜员在银行体系中的确属
于挣钱少干活累的岗位，但一个月
挣 4000 块 的 说 法 却 也 算 以 偏 概
全。总体来看，北京地区转正后的
银行柜员一年收入 10 万左右比较
正常，网点效益好坏对柜员收入影
响很大。

每年盈利都在稳定增长。他表示， 15：00。柜员吃饭也像打仗，最多半
自己支行的柜员一年所有收入超过 小时就得搞定回来，然后继续重复
十万很正常，效益特别好的年份能 那一套熟悉的动作。18：03 送走最
拿到十五六万元。去年全支行盈利 后一个客人，关门。然后进行轧账，
增长 10%，员工的绩效奖金也差不 核凭证，打报表，分类封箱，最后打
多增长了 10%。
扫卫生，等振远的款车。基本每天
另一家国有大行南城一家网点 最早也要晚上 7 点才能离开。实际
的负责人李先生也证实了黄先生的 上大部分时候是 8 点才走。因为总
说法。李先生告诉记者，应届毕业 要参加业务培训，学习新规章新产
大学生入职第一年都是没有奖金 品，还要搞阶段测验等。干了柜员
的，所以转正前月收入不足 4000 元 后，基本上一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
揭秘
很正常。他们行的奖金也是按季度 那一天累得哪都去不了，只想在家
应届北大硕士也要从柜员干起
发放，所谓 2018 年的年终奖其实就 躺着。
多位从事过柜员工作的该银行
据报道，有去年入职某国有大 是 2017 年四季度的奖金。李先生
行的柜员展现了其 1 月份薪酬单， 所在的网点去年盈利没有明显增 人士告诉记者，腰椎疼痛、肾结石都
岗位工资 3800 元，交通补贴、通讯 长，所以全年的奖金跟 2016 年差不 是柜员的常见病。工作辛苦可以接
补贴、当月绩效、加班工资加在一起 多。该网点柜员一年收入大概在 受，因为年轻人都要接受锻炼，最怕
的还有两件事，一是碰上不讲理的
1000 元出头，扣除各种费用，最后 9-10 万元。
一般来说，股份制银行的收入 客户，还要笑脸相迎耐心解释，满肚
实际到手仅为 3900 余元。这一报
道引发了社会各界议论纷纷。银行 高于国有大行。但一家股份制银行 子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强忍；二是整
招收的员工不都是高学历的人才 海淀某支行的行长丁先生告诉记 天战战兢兢，就怕出错。柜员的差
吗，怎么挣的钱比保安也多不了多 者，他所在的支行收入高的都是可 错不仅是长款短款这种最明显的账
以拉存款、拉大客户的市场人员，普 面错误，客户单据填的不规范、仪容
少，比快递员还低多了？
对此问题，记者采访了两位国 通柜员的收入跟国有行也差不多， 仪表、礼貌问候不周都可能出错。
只要是差错就要按规定处理，本来
有大行和一位股份制银行的支行行 “一年十万差不多”。
工资就不多，有时一个月就能罚好
长，三人均表示，刚入职的银行柜员
追访
在转正前没有绩效奖金，只拿基本 柜员是银行中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 几百。
工资，一个月的确只拿三四千元。
展望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银行
但转正后，都会有绩效奖金，收入很
银行柜员岗位正在大幅减少
快就翻番了，一年 10 万左右比较正 员工的收入存在着很大的岗位差异
有银行人士告诉记者，柜员一
常，少的可能只有七八万。如果当 和地区差异。比如，同一家支行的
年网点效益好，柜员也可挣十五六 员工，有的业绩特别好，一年奖金几 般干几年后，可以申请转岗，去做客
十万，有的干不出成绩，只能拿到基 户经理，或去银行的中后台。不过
万。
“报道中说的这个柜员是去年 本工资，随时还有被末位淘汰的风 这些岗位大都有硬性指标压力，比
入职，应届毕业生应该是去年七八 险。同一家银行的员工，干的都是 如拉存款。柜员虽然工作辛苦，这
月份上班。按照我们行的规定，本 柜员，在一线城市效益好的支行，收 方面压力较小，工作熟练后思想可
科生需要半年才转正，所以今年没 入可能就比同一城市效益不好的支 能也轻松一些。因此，有些希望工
更可能比同一家银 作生活稳定，不愿承受业绩压力的
有年终奖也很正常。”某国有大行东 行柜员高出 30%，
城一家支行的行长黄先生如此分 行三四线城市的普通支行高出一 柜员，也会选择长期干下去。虽然
倍。如果是不同银行，
因为薪酬体系 收入可能上不去了，但还能图一个
析。
黄先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银 和考核机制的不同，这种差异就更 安稳。
笼统地说银行工作收入减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银行智能
行所有校招的毕业生，无论出于北 大。所以，
大清华，还是来自普通院校，无论 少失去吸引力，很不客观。不过，大 化程度的提高，物理网点和柜员岗
本科毕业还是有硕士学位，都必须 部分银行人士都不否认柜员是银行 位都在大幅减少。安永去年发布的
从柜员做起。本科生半年转正，研 各种岗位中收入较低劳动强度较大 《中国上市银行 2016 年回顾及未来
“十分辛苦”
。
展望》报告显示，2016 年，
“ 工、农、
究生三个月转正。试用期内都只 的岗位，
一位已经离职的柜员如此描述 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网
有最基本的岗位工资，基本也就三
四 千 元 ，研 究 生 比 本 科 生 会 高 一 她每天的作息安排。她所在的网点 点总数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同时
些。但是转正后，他们就可以享受 营业时间是早 9 点到晚 6 点，全年基 智能网点数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工行 2016 年年报显示，2016 年
绩效奖金。他所在的支行基本是 本无休。她每天早上 7：00 出门，坐
一个季度发一次绩效奖。客户经 40 分钟公交到网点，开始一天的工 末，工行的物理网点 16429 家，较上
理等岗位的奖金主要看个人业绩， 作。一般都是先开机，进入自己的 年减少了 303 家。而且网点减少有
柜员拉存款等创收压力较小，绩效 柜员系统，然后打印相关报表，检查 加速趋势。2016 年农业银行对近
奖 金 主 要 跟 支 行 当 季 效 益 挂 钩 。 录像设备等。8：10 开晨会，学习文 1800 家 低 效 网 点 实 施 了 瘦 身 ，在
差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千，好的时候 件，汇报前一天的营销任务情况，完 12000 多家网点推广了标准化转型。
成不好的要接受领导批评，还要进
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可能有好几万。
行话术演练。随后接振远押送的款 2016 年 末 ，工 商 银 行 共 减 少 柜 员
聚焦
车，清点领取银行卡、存单之类的凭 14090 人，农业银行减少 10843 人，
柜员年终奖其实只是四季度奖金
证和现金，录入系统，等待开门营 建设银行在 2014 年减少柜员 2851
人，2015 年减少柜员 4881 人，2016
对于媒体上热炒的年终奖问 业。
8：57 正式开门营业，从那一刻 年则骤减了 30007 人。显然，图安
题，黄先生特意澄清，很多银行员
工，特别是基层网点员工所说的年 起基本保持不喝水，不上洗手间的 稳的柜员以后也很可能无法安稳。
终奖，其实就是四季度的奖金，跟其 姿态，一直到下午一两点。所干的 专家提醒广大柜员，工作之余还要
他行业年底一次性发放的全年绩效 动作就是不停地举手，说话术，埋头 想办法提升其他方面的竞争力，并
干活，送走客户，继续下一个。中午 理性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避免岗
奖金概念不同。
黄先生所在的这家支行多年来 银行会轮流关闭一个柜台让柜员去 位变化时措手不及。
据《北京青年报》
业务经营十分稳健，客户也很稳定， 吃饭，如果客户多的时候可能拖到

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助力破解全球养老难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中国证监会近日正式发布养老目标
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支持公募基金行业服务个人投资者养
老投资。业界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推进养老金改革、完善养老体
系的重要一步。
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面对日
益增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多国政府已着手推动养老金市场化运
作、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些做法对中国破解养老难题具
有借鉴意义。
全球养老金压力日益显著
放眼全球，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国家不在少数。在人口老龄
化严重且社会福利高的欧洲国家，
养老金问题尤其突出。
在德国，法定公共养老保险是主体，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
老保险是补充。数据显示，到 2040 年，德国领取养老金与缴纳养
老保险的人数之比将从 53 比 100 升至 73 比 100。为此，德国政府
正试图扩大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在整个保险体系中的
占比。
由于养老金缺口令政府倍感压力，从上世纪末开始，法国政
府逐步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调整，不断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
养老金的给付标准。虽然近期法国养老金缺口有所缩小，但业内
人士预测，法国养老金赤字在 2022 年后将重回 0.3%的水平。法
国政府仍须致力于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长期布局。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社会，比利时也面临养老资金不足问题。
比利时的养老金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及个人养老金三大支
柱构成。尽管养老体制相对完善，近年来也几经改革，但退休人
员贫困问题仍日益凸显。
在亚洲，日本是养老金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随着老龄化程
度加剧，日本同样面临如何长期维持养老金体系的挑战。日本的
“国民年金制度”正式建立于 1961 年，其保障水平一直维持一定水
准。但“少子老龄化”现象加剧逐渐影响了这一体系的收支平衡。
日本政府被迫于1994 年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至65岁。
个人养老投入成趋势
由于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已经无法较好地解决养老问题，不少
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养老金市场化运作。
在比利时，越来越多民众意识到养老不能全靠政府，趁早增
加个人养老投入才是上策。比利时联合银行养老事务专家帕特
里克·万尼厄表示，最新调查显示，54%的比利时民众表示愿意增
加个人养老投入。同时，比利时人理想的养老保险构成是：公共
保险占 58%、职业保险占 19%、个人保险占 23%。
比利时养老基金协会主席菲利普·内茨表示，由于投资回报
率较高，比利时养老基金越来越受欢迎。
“过去 30 年，养老基金年
回报率达到 6.5%，扣除通胀因素，年实际增长率达 4.5%，十分可
观。
”内茨说。
在南美洲的阿根廷，近年来政府逐渐取消高福利的养老金制
度，采用个人购买养老商业保险、补充缴纳养老金等方式进行市
场化运作。
新加坡政府的养老金机制从属于中央公积金体系，其实质是
强制储蓄计划。此外，新加坡财政部于 2001 年推出了名为“退休
辅助计划”的自愿退休储蓄计划，鼓励该国民众把存款存入相关
账户。
养老金投资需稳健
从多个国家的养老金投资经验中可以发现，养老金市场化运
作不仅要注重投资的长期性和资产配置的稳健性，也要适当考虑
投资回报率，
避免出现资产缩水。
澳大利亚养老金约为 2.5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四大养老金资
产持有国，这与澳大利亚养老基金的成功运作不无关系。澳大利
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对记者
表示，设立养老基金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经济改革措施之一，促
进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和成熟，也令家庭资产配置更加多元
化。
据介绍，澳大利亚养老基金倾向于将投资分散在不同资产领
域，同时兼顾长期稳健型和高风险、高回报型投资，近年来其投资
收益率好于十年期债券。
受经济潜在增长率低、政府推行负利率等因素影响，日本政
府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面临严峻挑战：若投资境内资产，可能面
临经济前景黯淡、回报率过低的风险；若增加境外资产投资，可能
面临巨大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公募养老基金投资组合
一直比较保守单一，其投资对象多为债券。但这类谨慎投资不仅
没能保障收益，还导致养老金资产大幅缩水。专家认为，日本养
老金投资的教训也值得中国汲取和思考。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李博表示，中
国可尝试在严格风险评测机制的前提下管理好大类资产的配置
范围和比例。长期来看，公募基金将成为中国个人投资养老的主
力，
提升整个普惠金融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