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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培俊先生自 2021 年 8月 1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徐汇支行零售公司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

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钱效先生自 2021 年 8月 1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上

海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

代表本银行。

周燕飞女士自 2021 年 8月 16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普陀支行小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

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王若愚先生自 2021 年 8月 19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虹莘支行业务部副总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

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谢卫红女士自 2021 年 8月 2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浦东支行小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

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赵辉先生自 2021 年 8月 24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上

海虹莘支行副行长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

表本银行。

崔雁博女士自 2021 年 9 月 2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杨浦支行行长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

表本银行。

黄佳女士自 2021 年 9 月 2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上

海新村路社区支行零售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

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赵晓岚女士自 2021 年 9 月 2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青浦支行公司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

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郑洋先生自 2021 年 9 月 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上

海分行公司业务五部公司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

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岑轶帆先生自 2021 年 9 月 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浦东支行零售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

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张亮先生自 2021 年 9月 2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上

海浦东支行行长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

本银行。

申毓斌先生自 2021 年 9月 23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分行公司业务四部公司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

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叶天然先生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

行上海青浦支行公司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

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龚芸女士自 2021 年 10 月 22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行

上海分行公司业务六部小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

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何嗣敏先生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

行上海奉贤支行小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

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王星宇先生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不再从事温州银

行上海分行公司业务九部小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自该日起其

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视觉中国

晨报记者 赵智妍

银期，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

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的工作部

署，扎实推进《关于降低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及《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支付手续费的倡议书》等降费政

策的落实，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力

度，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成本负担。

据悉，为将相关政策及时、准确

的传达至客户端，厦门国际银行上

海分行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开

展减费让利政策宣传工作，在营业

网点内通过宣传折页、电子宣传屏

等载体比对列示降费前和降费后收

费标准信息、展示最新版服务价格

目录，通过手机银行、微信公众号等

多个线上官方渠道公示减费让利的

具体措施、降费前和降费后收费标

准差异，让客户及时了解最新政策

情况。

为让客户以便于触达、易于感

知的方式切实了解减费让利政策实

质内容。在客户办理业务时，该行大

堂经理及柜面人员会主动引导客户

了解减费让利政策内容，并及时提

示客户可享受的优惠减免政策。在

外出拓展业务时，该行客户经理会

主动向客户及潜在客户提供减费让

利宣传折页并普及相关政策知识，

让优惠政策的宣传能走出网点，走

到客户身边。

此外，为最大程度的提升减费

让利力度，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在执行原先监管要求基础上，自主

增加企业数字证书年费、企业 US-

Bkey 介质费、企业网银账户服务

费、企业网银跨行普通汇款等多个

优惠减免项目，并积极响应央行、银

保监会号召，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起，新增免收支票工本费和挂失费、

免收同城及异地跨行ATM转账手

续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

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 万元及以

下转账汇款手续费实施 9折优惠多

项降费举措，诸多减费让利政策将

惠及该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客

户超千户。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有关负

责人表示，践行银行社会责任，该行

将持续落实减费让利服务项目，秉

承“应降尽降”原则，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以金融促经济，激发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活力，助力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减费让利助力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

晨报记者 赵智妍

银日，央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

持工具，对于金融机构投放的符合条

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

据悉，这一举措是对绿色金融的大力

支持。而银期，各家银行也积极展开

实践，将绿色金融理念与自身业务相

结合。此外，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在发

力ESG理财产品。有业内人士表示，

个人投资者可以多了解ESG投资理

念，参与到ESG投资市场之中。

11月 8日，人民银行创设推出

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

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

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

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

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

LPR大致持平。碳减排支持工具发

放对象暂定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人

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

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

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

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

金支持，利率为 1.75%。

此外，为保障碳减排支持工具

的精准性和直达性，人民银行要求

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

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

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这

些信息进行核实验证，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碳减排支持工具重点支持的领

域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

排技术等。据悉，碳减排支持工具是

“做加法”，用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

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

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金融机构

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资

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

色低碳转型。

银期，中国的“双碳”目标和路

径愈发清晰。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

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多个部委多次

发声，出台相关措施，明确发挥金融

支持“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作用，

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低碳

的积极性。

关于绿色金融，各家银行也积

极展开了实践，将绿色金融理念与

自身业务相结合，比如工商银行进

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发布

“绿融+”绿色金融服务品牌，涵盖

“绿融贷”“绿融债”“绿融链”

“绿融家”四大产品类别。正在打造

“绿色银行”模式的浦发银行也选

择加大绿色资产配置，完善ESG投

资框架，开辟符合ESG投资标准与

绿色发展理念资产的绿色投资通

道，稳步提升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规模。部分银行的绿色

贷款成绩也十分亮眼，建设银行三

季报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末，建设

银行绿色贷款余额为 1.82 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3732.08 亿元，增长

25.78%。上海银行三季报显示，截

至今年 9 月末，上海银行绿色贷款

余额 264.4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45.17%。

在理财产品发面，越来越多银

行理财子公司发力ESG理财产品。

ESG 是环境 (Environmental)、社

会 (Social) 和公司治理(Gover-

nance)的缩写，受绿色金融等因素

影响，ESG开始在理财市场中“显

山露水”。

据银行业理财登记中心发布的

三季度理财市场数据显示，银行理

财市场三季度新发 ESG 理财产品

5只，累计募集资金超 70 亿元；今

年以来新发 ESG 理财产品 23 只，

募集资金 181 亿元。

光大证券研报表示，目前，银行

理财子公司发行的 ESG 理财产品

以固收产品为主，权益类产品有待

创新，产品主要覆盖节能环保、生态

保护、高质量发展、清洁能源、乡村

振兴、民生等重点领域。

普益标准研究员苟海川表示，

与非 ESG 理财产品相比，ESG 主

题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更高、产

品费率更低。普益标准数据显示，存

续的 ESG 理财产品中，封闭式

ESG 主题理财产品的平均业绩比

较基准为 4.86%，开放式 ESG主题

理财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29%，相较于目前银行理财整体

4%出头的业绩比较基准，ESG 主

题理财超过了非 ESG 主题理财产

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产品费率上，

存续的ESG理财产品中，产品平均

销售费率为 0.27%，平均管理费率

为 0.21%，较非 ESG 产品费率更

低。

目前，ESG 理财发展的挑战之

一就是投资者对其认知度较低，兴

银理财投研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投资者对于 ESG 投资理念尚未

建立明确认知，这与 ESG 投资在

国内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理念普及

程度较低、尚未积累长期产品业绩

有关，目前，投资者仍然对于 ESG

策略和产品的风险收益缺乏了

解。”

对于 ESG 理财产品未来发展

建议，苟海川表示，理财子公司可

通过投资门槛的合理设置，搭配制

定适当的费率优惠方案，鼓励个人

投资者主动了解 ESG 投资理念，

进而参与到 ESG 投资市场之中，

同时要丰富 ESG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机构需进一步提升自身

在 ESG 领域的投研能力和对投资

资产的管理能力，加强权益类产品

的研究开发。

银行积极布局绿色金融领域

央行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

上海银行业从业人员离职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