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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业从业人员离职声明

原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陀支行行长刘雅雁先生

自 2021 年 7 月 8 日起不再就
职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
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原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支行副行长 （主持工
作） 徐文骏先生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起不再就职于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自
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

代表本银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2021年 9 月 23 日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中小银行转型面临挑战重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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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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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桥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8U231000056
许可证流水号：00851767
批准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10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9780号

�一层
电话：021-57104107 邮编：20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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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7 日

吸收公众存款；办理人民币结算；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从事银行卡
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

级行授权经营的其他业务。

李媛颖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
国 银 行 卡 产 业 发 展 蓝 皮 书
（2021）》，其中一章专门提到，随
着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大数据以及
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探索应用，数
字化思维理念与经营方法正全方位
向银行卡产业融合。具体来看，一是
支付结算方面，产业各方坚持“引进
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继续探索金融科技应用，产品
数字化创新，提升移动支付便捷性。
二是APP 渠道方面，拥抱客户“非
接触”服务需求，积极构建线上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提供“时刻在线”的
金融服务。三是持续优化线上获客
流程，提升无感支付体验，提供数字
协同服务，丰富智能风控手段。
从金融科技和银行卡业务的融

合程度可以看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
趋势中，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影响
下，技术变革和应用需求带动着整个
银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迈入了加速
阶段，数字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也正反推着数字经济更进一步发展。

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往往体
现在金融科技的投入上。银保监会曾
公布，2020年，银行业信息科技资金
总投入为2078亿元，同比增长20％。
其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金投
入就占到了全行业的两成以上。

工商银行过去一年的年报显
示：2020 年，金融科技投入 238.19
亿元，金融科技人员 3.54 万人，占全
行员工的8.1％。相较于上一年相关
资金投入增加了近75亿元，金融科
技人员占比上涨 0.3%。在其数字化
转型进程中，依靠对于金融科技的强
大投入，工商银行围绕 5G+ABCDI
（AI 人工智能、Block-chain 区块
链 、CloudComputing 云 计 算 、
BigData 大数据、IoT物联网）打造
了一系列企业级服务能力强、具有行
业领跑优势的新技术平台，截至今年
6 月末，工行累计获得专利授权939
项，居国内银行业第一位。而与其投
入及技术成果相对应的，是明显提速
的银行业绩，据2021年中报显示，
工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264 亿
元，同比增长 6%；实现净利润 1645
亿元，同比增长 9.8%。
建行的金融科技资金投入在

2020 年达到了 221.09 亿元，与工
行势均力敌。虽然科技人员数量比
工行少了 2.1 万人，但从 2020 年初
到今年 6月末，该行的金融科技人
员数量从 10178 人上升到 14012
人，增加接近 4000 人，其中 2020
年全年增加 3000 人，科技人员占
比也从 2.75％提升到 3.79％，数字
化转型的势头十分强劲。同时据建
行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
经营收入 3809.07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5.83%；实现净利润 1541.0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2%

相较于大行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
的稳步发展，区域性银行等中小型银
行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大中型银行信息科技投入占营业收

入平均比重为 3.19%，科技研发人
员平均占比 5.6%。而营收规模远不
如大行的中小型银行，本身在风险
管控、自身运营质效、资产配置能力
等方面就面临挑战，再加上资金投
入和人才储备受限，想要独立研发
数字金融产品、设计搭建技术平台，
从现实角度来说存在很大困难。对
此，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提出了
“可信技术的共享机制”，他表示，
大中型银行大多已经实现规模化经
营，具有较强的科技投资实力，而更
多的小银行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市
场机制和科技规律，探索合适的金
融科技创新之路，其路径有三，一是
建立金融科技联合中心，二是与有
实力的科技创新企业深度合作，三
是高度关注数字金融安全问题。
而对于中小银行的数字化发展

问题，监管则要求“回归本源”，培育
本地化服务能力，找准本地的目标客
群和建立适配本地的经营策略，同时
还提出“要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
行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共建守望
相助、协作共赢的金融生态圈。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如果大型

银行和中小银行间能建立起合理的
技术共享机制，不仅对中小银行的
数字化转型大有助力，更重要是能
增强银行业的整体韧性，而区域性
银行等中小银行需要思考的是如何
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打造个性化的产
品服务，从而在大行“下沉”争夺优
质客群的压力下做到差异化获客，
提升区域竞争力。

晨报讯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上
海市分行联合中国银联上海分公
司、上海市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发布“工银大美崇明无界数
字信用卡”。这是工商银行上海分
行结合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崇
明地区发展生态产业所打造首张主
题数字信用卡，也是一张饱含崇明
元素又加载了丰富特色权益的银联
标准数字信用卡。
工行上海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行立足上海分行特色，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重要理念，以上海乡村振兴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为抓手，推动落实各项乡村振兴工
作，此次发行“工银大美崇明无界
数字卡”也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据介绍，“工银大美崇明无界数字
卡”为简约白金卡，秉持环保和绿
色金融的发展理念，该卡无实体卡
介质，采用中国银联品牌，币种为人
民币，卡片有效期 10年。拥有即可
享受年消费 5笔或 5000 元免当年
年费的优惠政策。该卡卡面具有浓
厚的崇明特色，以水墨写意画体现
崇明岛上土地肥沃、森林茂盛，物产
富饶的鱼米之乡画面感。
工行上海分行为持卡人提供

“卡片即申即办、权益即查即用、功
能一键全显”等一站式服务，该卡
持卡人可享受工行所有信用卡的长
期和阶段性权益及银联白金卡专享
权益，更有轮渡、公交、话费、崇明特
色农产品满减、ETC 高速通行返
现、以及景点门票一元购、数字礼券
等优惠活动。配合崇明当地特色，节
假日不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满
减活动。

晨报讯 渣打集团日前发布了
《2021可持续投资调查》报告，收集
并整理了2,000名来自亚洲、中东
和欧美地区的高净值人士对可持续
投资的见解，覆盖包括中国内地在内
的7个市场。调研显示，全球投资者
对可持续投资的意识和兴趣达到了
历史高点，而中国内地投资者在投资
兴趣、配置规划、信心等多个方面均
领先于其他市场，显示出内地可持续
投资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
从全球来看，可持续投资已然

成为投资者关心的热点：82%的受
访者已经对可持续投资有所了解；
81%的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产生了
兴趣。全球受访者中，未持有可持续
投资产品但有相关投资计划的投资
者占四成；20%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

三年将20%以上的资产配置在可持
续投资产品中。虽然可持续投资已经
进入大部分投资者的视线，但仍有超
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有所
顾虑。69%的受访者希望能够获得
更多数据支持，以确保可持续投资
能够产生真实的社会影响力。
在中国内地，受访者对可持续

投资的兴趣不仅高于其他市场
（92%），已配置可持续相关基金的
高净值人士比例（61%）也位列全
球第一。此外，报告显示内地受访者
对可持续投资充满信心：仅有 31%
的投资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可持续
资产，远低于 51%的全球平均值。
对可持续投资的信心同样体现在预
期收益上，77%的内地受访者认为
可持续投资产品的长期表现优于传

统类别产品。投资意向方面，61%的
内地受访者准备将更多的现有资产
投入可持续投资产品；71%的受访
者计划在未来三年将 15%以上的
资产配置于可持续投资产品。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财

富管理总经理梁大伟表示：“投资
者选择投资产品的过程可以分为四
个阶段———了解产品、产生兴趣、拥
有意向和决定投资。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推广、‘3060 双碳目
标’的设立、‘三次分配，共同富
裕’的提出等宏观背景，极大提升
了中国内地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的
认识。从报告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内地受访者在以上四个阶段的表现
均位居前列。同时，我们也发现全球
投资者对于可持续投资标准和数

据，以及专业投资建议的需求是一
致的。ESG投资是渣打中国财富管
理的主题之一，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用我们的优
势和专长协助更多投资者；同时发
挥全球网络优势，引入更多成熟的
产品和标准，推动内地可持续投资
市场的发展。”
今年 8 月，渣打中国携手 8 家

境内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共同签
署“ESG 投资倡议”，希望能与国
内外资管机构一起，推动ESG在中
国资管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渣打
财富管理结合市场环境，以开放的
心态不断探索市场上的创新产品，
并与本地运营经验相结合，为内地
投资者提供“优中选优”的可持续
投资体验。

渣打调查显示：中国内地多项可持续投资数据全球领先

工行上海分行首发乡村
振兴主题数字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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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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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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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沙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851036
批准成立日期：1999 年 03 月 17 日
营业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妙境路
1097(一、二层)、1099(一、二层)、1101号，妙境路
1111弄40号、19号238、239室

电话：021-58903769
邮编：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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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5 日

主营：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人
民币储蓄业务；兼营：经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代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