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 3 月 20 日，中国人寿
“健康生活 乐活人生” 系列产品
和服务发布会在青岛 CBA 全明星
周末期间举行。 发布会上，广发银
行宣布升级“自在人生”养老金融
服务品牌并发布首张中老年专属
信用卡，在业内率先将养老金融延
展至客户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中国人寿副总裁兼广发银行党
委书记王凯在发布会上表示， 本次
广发银行对养老服务体系焕新升
级，旨在通过全方位的开放合作，开
发适应个人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养老
规划、 创新产品、 创新金融衍生服
务，为客户规划保障养老资金，提供
便利就医、慢病管理服务，为高质量
的退休及养老生活打造 “金融 +、
健康 +、生活 +、社保 +”的金融生
态圈。

发布会上，广发中老年人专属
信用卡福禄卡面市。 据了解，福禄
卡适应老龄化进程，将用卡申请人
的年龄限制提高至 70 周岁， 大大
契合当今社会变化与中老年人金
融服务需求。 此外，福禄卡针对老
年人用卡安全、 健康养生需求方
面，还推出专属安康权益，为用卡
人提供财富、健康双重守护，轻松
体验刷卡乐趣。

据悉，广发银行将与 CBA 等
合作伙伴在模式、形式、内容、行
业等维度， 持续为中老年客群提
供涵盖银行、 保险等在内的综合
金融服务，打造覆盖健康医疗、养
老养生、 健康社交等在内的全生
命周期、全产业链的大养老“生态
圈”。

广发银行升级
养老金融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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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碳中和”、“碳达峰”等
环保概念被业界“刷屏”，有关部门
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表态，实现“双
碳”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我国绿色金融迎来了政策
“窗口期”。 “绿色”、“环保”等理
财产品正逐渐获得市场和投资者的
青睐，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正加快此
类理财产品的发行，如 ESG（(En-
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
nance, 即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
理),） 理财产品就越来越受到关
注。

“碳中和”成热词

去年 9 月， 在第 75 届联合国
大会上， 中国提出在 2030 年之前
力争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之
前努力实现“碳中和”。 所谓碳中
和，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
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
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
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
达到相对“零排放”。 “碳达峰”指
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达
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

在此次发言后，“双碳”目标频
频出现的相关重要会议上。去年 12
月，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确定
为 2021 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完
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碳达
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双碳” 目标也成为国家战略。
3月 21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我们需要建
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

和激励金融系统以市场化方式支持
绿色投资。 ”

碳中和给金融业带来的机遇不
言而喻，近来，银行也动作频频，试
水“碳中和”。3月 18日，国家开发
银行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 “碳中
和”专题“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
本期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利率为
3.07%，发行规模不超过 200 亿元，
个人、 企业等债券投资者可通过电
子银行渠道和营业网点办理认购。
这是目前全市场发行额最大的专项
用于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的绿色债券。

此外，中国银行作为主承销商，
为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功
发行国内首单碳中和证券化产品。
兴业银行南平分行与福建省顺昌县
国有林场签订林业碳汇质押贷款和
远期约定回购协议， 这是全国首例
以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的约定回
购融资项目。

ESG 产品表现良好

除了以上提到的“碳中和”产
品，近年来逐渐走红的 ESG投资概
念也是市场的“香饽饽”，相关产品
的发行机构从公募基金到银行及理
财子公司。 ESG 是环境、社会和治
理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是
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绩效而非传统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
和企业评价标准。 ESG产品将社会
责任纳入投资决策， 重点投资于
ESG 表现良好企业的债权及股权
类工具，覆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
乡村振兴、扶贫等领域。

据普益标准统计，截止到 2021
年 3月 15日，全市场共 67 款 ESG
银行理财产品存续， 其中华夏银行
存续 ESG 产品数量最多， 共 46
款，目前已形成了多期限、多系列的
产品体系；理财子公司中 ESG产品

数量最多的是农银理财，共 14 款，
农银理财的 ESG 产品致力于推动
惠农及相关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发
展。

目前存续的 ESG 主题理财产
品以固收为主， 目前固收类占比为
56.72%，混合类和权益类占比分别
为 41.79%和 1.49%。 固定收益类
ESG 主题理财产品重点投资标的
包括绿色债券、绿色 ABS、ESG 表
现良好企业的债权类资产， 覆盖了
节能环保、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清洁能源、乡村振兴、民生领域等重
点领域。

专业人士表示，ESG 主题理财
产品认购起点低， 一般是 1 元起
购，且优选信用主体，避开环境污染
严重、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的企业，致
力于在获取长期、 稳定投资收益的
同时， 还能助力绿色产业。 目前看
来，此类产品的收益率也较为可观。
例如，中银理财的一只 ESG主题产
品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达 10.11%

绿色金融产品未来可期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
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表示， 现阶段市
场中的 ESG 理财产品主要为固定
收益类， 银行理财业需要进一步创
新 ESG投资方式，还需要提升自身
在 ESG 领域的投研能力和对投资
资产的管理能力，另外，也要加强宣
传教育力度， 让更多投资者看到
ESG产品的潜力。

而对于绿色金融， 银行要做的
还有很多。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
析师周茂华表示， 银行需要提升绿
色项目“鉴别”能力，同时，银行要
增强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并
建立起一套绿色项目完整风控管理
体系。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虹桥商务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253
许可证流水号：00641728
批准成立日期：2020 年 02 月 18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558弄1_2号
108室、1_2号109室、2号 406 室、2 号 407 室
电话：021-64198838

邮编：201107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2 月 24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杨路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252
许可证流水号：00641729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02 月 18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路227、229、
231、233号
电话：021-68902026

邮编：200135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2 月 24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绿色金融理财产品值得期待
“碳中和”走红

为积极担当社会责任， 同时更
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于近日正式拉开
“3·15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周”
活动序幕。

除了利用泰隆银行 “进市场、
进郊区、进社区”的“社区化”服务
模式优势，近距离地为小微客户、居
民、 白领等群体提供一对一的金融
知识宣传外，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还

通过摆放宣传展架、 设立咨询台等
形式宣传金融知识， 引导公众及时
正确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在虹口支行，宣讲员围绕“防
范电信诈骗、反洗钱”，为社区老人
们准备了一堂公益金融课堂。 宣讲
员从老年人常用的金融服务入手进
行讲解剖析，守护老年人金融安全，
切实体现 “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护
航幸福晚年”。 参与的老人纷纷表

示泰隆的公益宣传活动非常实用，
让金融安全真正落到实处。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从服务好客
户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教育与风险
提示为抓手，积极维护消费者基本权
利。 同时，泰隆银行通过资源整合和
功能优化， 让网点和社区更好地融
合、 让泰隆员工成为社区中的一员，
为网点周边客户创造一个更便捷、更
舒适的金融消费和体验环境。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多渠道多方式普及金融知识
晨报讯 为助力实现 “30·60

目标”，3 月 18 日， 上海农商银行
顺利完成国家开发银行首单“碳中
和”专题“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
的银行间债券承销工作， 并将在柜
台市场发售。

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发行规
模不超过 200 亿元，是目前全市场
发行金额最大的专项用于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

色债券。 该债券系我国首单获得国
际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贴标认证的
“碳中和”债券，在国内也已获第
三方认证机构联合赤道认证通过。
债券所募资金将用于风电、光伏等
碳减排项目，有效推动电力系统脱
碳，实现能源系统跃迁，募投项目
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绿色债券相
关标准，且满足国际最新气候债券
标准要求。

上海农商银行发售国开行首期“碳中和”绿色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