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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主办

“各位直播间的亲们，
上虞章镇小蛋糕、咸烧饼、
红心猕猴桃、梁湖年糕，秒
杀就在此刻，大家千万别
错过……”近日，台州银行
绍兴上虞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联合上虞区妇联、团区
委、供销总社共同举办了
共富助农带货直播活动，
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异常火
爆，5000多人次在线观看。

2022年以来，台州银
行绍兴分行已累计开展助
农助企专场直播79场，帮
助孙端农户卖西瓜、嵊州
商户卖年糕、枫桥客户卖
珍珠、安昌商户卖腊肠、店
口客户卖炒货……该行结
合数字化场景，积极运用

新媒体及台州银行“生活
圈”“生意圈”平台，以直播
新模式助农助企，助力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近年来，台州银行绍
兴分行在各级监管部门
的指导下，主动服务当地
实体经济，搭建免费的

“生意圈”“生活圈”两大
平台，利用数字化场景赋
能乡村振兴和小微经济
发展。台州银行“两圈”
平台，既为企业与商户省
下高昂的投入与维护成
本，也赋能客户数字化转
型，更好地链接上下游、
周边村居，建立私域能
力，打造赋能客户的生态
运营平台。

“生活圈”平台定位为
链接社区商户与周边居民
互惠互利的桥梁，架起企
业、商户、农户与用户之间
信息互通和开展网销的线
上平台，赋能社区商户，帮
助商户获客引流、提升营
业额。周边居民也可通过

“生活圈”平台享受到商户
提供的生活便利以及消费
折扣、优惠券等。截至
2022年11月底，台州银行
生活圈入驻商户14.81 万
户，活跃用户46万人，累计
交易金额8846.9万元。

“生意圈”平台则从供
应商思维出发，围绕中小
企业交易模式和特性，以
线上交易为基础，集合银
行金融服务、支付结算服
务和第三方服务，为入驻

商户提供线上商品买卖和
管理的工具。该数字化平
台打通上下游，让供应商
的应收款经过银行的筛选
而更有保障，还可以缩短
账期，使得客户业务通过

“生意圈”平台实现信息
流、物流、现金流、商流的
四流合一，实现进、销、存
及企业组织员工管理的线
上化、移动化。

台州银行绍兴分行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聚
焦小微、“三农”客群特征
规划数字化路径，推进“线
上线下融合”的“数据驱
动、线上流程、行业专家、
现场交叉”小微金融服务
新模式，探索构建生态运
营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乡
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银行发布手机银行8.0版
通讯员 肖顾

最近，中国银行举办
“智启未来，焕新出发”云
端发布会，正式发布手机
银行8.0版。

2022年是中国银行成
立110周年。一个多世纪
以来，中国银行不忘初心、
赓续传承，始终坚持金融

为民。“十四五”期间，中国
银行持续聚焦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财富
金融、跨境金融等重点领
域，全面深化数字化转型，
服务社会进步，增进民生
福祉。升级发布手机银行
8.0版，是中国银行贯践行
金融为民的实际行动，让
每位客户能够共享数字价

值、财富价值和生态价值。
本次云端发布会以中

国银行手机银行“奋进十
二年”历程回顾为开篇，设
置“便民、富民、惠民、乐
民”四大篇章，由中行手机
银行IP形象“福仔”串场主
持，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展
现了集普惠、共享、价值创
造于一体的手机银行服务

新业态。
未来，中国银行将坚

守“融通世界，造福社会”
的使命担当，以服务民生
为己任，加快推动线上
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打
造便捷、智能、安全的线
上零售金融服务体系，持
续为广大客户提供卓越
金融服务。

通讯员 徐潇潇

日前，太保产险成功
签发全国首单金融机构

“碳中和”网点零碳保险，
为广西北部湾银行的首个

“碳中和”网点——东盟商
务区支行提供超额碳排放
风险保障。这是太保产险
携手银行机构推进“双碳”
工作、助力降碳减排方面
的一次探索。

据悉，太保产险连续
为第四届和第五届进博会
打造了零碳方案，推行“双
碳”理念，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应，并在2022年世界物
联网博览会上成功复制推
广。进博会零碳方案是国
内首个大型活动“碳中和”
方案，此次太保产险承保
广西北部湾银行东盟商务
区支行零碳保险，是进博
会零碳方案的延续和发
展，将零碳保险灵活运用
到企业，保障“碳中和”主
体碳排放的超排风险，承
保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
致的施救、减损、赶工、重
置等应对措施等因素造成
营业所使用的物质财产遭
受损失，从而导致企业发

生额外能源消耗，赔偿企
业超排碳配额和碳信用。

近年来，中国太保积
极探索绿色保险服务经济
社会低碳转型的实践之
路，全方位助力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太保产险于
2022年7月创新构建可持
续（绿色）保险标准和编码
体系，包括服务绿色转型、
服务民生福祉提升、服务
实体经济韧性、服务对外
开放提质四大类别，涵盖
12个领域、22个细分领域、
47个业务范围。聚焦服务
清洁能源、降低污染消耗、

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
保护、绿色交通运输等五
大领域，太保产险已合计
提供保障超8万亿元，涉及
产品超120款，其中创新产
品近45款。

中国太保表示，后续
将持续践行ESG理念，围
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
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创新可持续保险和
服务新模式，深耕绿色金
融领域，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全方位助力经济和社
会绿色转型。

太保产险签发“碳中和”网点零碳保险

通讯员 吴令容

2022年四季度，浙商银
行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功发行100亿元小微金
融债券、100亿元绿色金融
债券和50亿元“三农”专项
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加
大对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绿色产业项目、“三农”
及乡村振兴领域的支持。

其中，小微金融债券
为浙商银行首次使用“共
同富裕”主题，并首次启用
3年期和5年期双向回拨机

制，发行利率创该行历史
新低；“乡村振兴”主题“三
农”专项金融债券，为全国
性股份制银行发行的首单

“三农”专项金融债券。
据介绍，三期债券的

成功发行，一方面获得了
市场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和
认购，最终获配的投资者
超100家，涵盖国有大型银
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
农商行、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信托公司等多元化投
资主体，体现了投资者对
浙商银行服务“三农”战

略、践行绿色金融、服务共
同富裕的认可；另一方面，
有效拓宽了直接融资渠
道，加强了浙商银行中长
期流动性资源储备，进一
步补充了该行小微贷款、
绿色信贷和涉农贷款投放
资金来源。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
月末，浙商银行普惠型小微
贷款余额2674.31亿元，较
年初增加308.78亿元，增速
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 ；绿 色 贷 款 余 额 达
1384.51亿元，较年初增长

342.07亿元，增幅32.81%；
共投放碳减排贷款金额
2.52 亿元，带动碳减排量
39206.25吨；涉农贷款余额
2000.51亿元，较年初增加
275.97亿元，增幅16.00%。

浙商银行表示，未来
将坚持以“一流的商业银
行”愿景为统领，“夯基础、
调结构、控风险、创效益”，
加大实体经济的金融供给
与政策资源支持，为提高
实体经济金融可获得性、
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做出积
极贡献。

践行绿色金融 助力共同富裕
浙商银行去年四季度三债连发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通讯员 建宣

日前，中国建设银行举行“向往
的力量——中国建设银行‘双子星’
App发布会”，向社会公众隆重推出

“手机银行2023”，并发布“建行生
活”全新升级品牌。

发布会上，开心麻花团队带来6
部轻松幽默的情景剧，逐一演绎
App界面设计复杂、老年人记不住
手机操作、大城市租房难、农户贷款
无门、养老投资担心上当、小微生意
经营不易等生活中的痛点问题，并
由建行员工给出建行解决方案，以

“手机银行2023”至简的界面设计，
适老化同屏协助功能、一站式住房
租赁服务、低门槛裕农快贷、稳健养
老金融服务，以及“建行生活”聚合
建行、商家、政府权益诚意回馈用
户，对商家提供免佣金的平台服务，
协助政府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措
施，提振消费信心，服务实体经济。

建设银行发布
“双子星”App

通讯员 肖胡

截至目前，中国工商银行特定养
老储蓄产品销量已突破50亿元。

据了解，工行特定养老储蓄产品
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配套产
品。目前，工行推出的产品种类包括
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3种
类型，涵盖5年、10年、15年、20年4
个期限，客户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
同类型和期限产品。客户存入时，可
通过工行营业网点柜台，持试点地区
签发的身份证办理。查询、支取、销
户、零存整取续存时，可通过营业网
点柜台、智能终端、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办理。

据悉，为引导市场树立健康养
老理念，近期工行营业网点还定期
举办网点沙龙、走进社区、走进企业
等养老金融主题宣传活动，布放产
品办理“明白纸”，引导客户办理适
合自己的养老产品。

工行特定养老储蓄产品
销量突破50亿元

通讯员 单晓玲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正式上线
光大银行App10.0，进一步打造财
富管理开放生态平台。

依托光大银行App，该行深度
整合了光大集团其他子公司、火山引
擎等外部科技伙伴、广发基金等财富
管理机构的资源与综合服务能力，进
一步完善财富管理开放生态。

在财富管理方面，光大银行
App10.0版本推出“光彩号”服务，
邀请数十家知名基金、证券、理财公
司等市场专业机构入驻，提供定制
化内容与产品，触达近千万客户，共
筑财富服务生态圈；在民生服务方
面，市民专区打造社保一站通、缴费
一站通工程，涵盖超7000个缴费项
目；同时，将网点“搬”到线上，创新
推出千家定制化“掌上营业厅”，实
现支行网点全覆盖。

光大银行App10.0
焕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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