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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发展变
化，社会财富聚集与分配的趋势演进，中
国的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业务也面临着
新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我们国家2020年已经全面实现了
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到2035年中国
将会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2020年我
们的人均 GDP 接近 11,000 美元，到
2035 年人均 GDP 将会达到 25,000 美
元，未来15年经济会持续增长，收入会不
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有一种需求，
即对财富进行有效管理，财富管理会变得
非常重要，金融应该适应这种需求进行创
新和改革。”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光大
银行私人银行品牌升级发布会”上，著名
金融学者吴晓求如此表示。

光大银行私人银行此次品牌升级也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经过近一年
的调研、研究和规划，光大银行私人银行发
布全新的品牌Slogan“心光明 至大成”，
以全新形象面对市场，服务客户。此次发
布的私人银行品牌，也是光大集团“大财
富、大民生”和光大银行“一流财富管理银
行”战略的品牌价值延伸与战略协同。

坚持专业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事实上，在过去多年的耕耘中，通过
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该行的私人银行
业务已经取得不菲的成效。据介绍，截至
2020 年末，零售代理业务收入占据了
42%的个人财富管理手续费净收入。

在光大银行良好的理财品牌形象基
础之上，为客户搭建公募、私募、保险的零
售代理业务产品体系“三驾马车”，代理业
务结构不断优化。其中，公募基金保有规
模跨越千亿，代理保险期缴业务增速保持

行业领先，代理私募在继续强化传统固收
类产品优势的同时，实现净值化产品转型
的里程碑。

这一成绩主要得益于光大银行一直
以来对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的重视。
早在2018年，光大集团提出了“打造一流
金融控股集团”的战略，“一个光大”的战略
版图由此展开，与此同时，光大银行也提出
了“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目标。

“‘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这一战略
当时在行业内是较早提出来的，我们将它
理解为管理财富和服务民生，我想未来私
人银行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光大银
行副行长齐晔在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光大银行对财富管理业务的重视程度
在持续加强，2020年，光大银行私人银行升
级为一级部门。在新的组织架构下，加速
推进总分支三级组织机构和私行理财经
理、投资顾问队伍建设。聚焦高净值客户
价值挖掘，开启私行客群分层经营新阶段。

践行科技赋能提升客户体验

顺应私人银行业务个性化、智能化的
发展趋向，光大银行践行“敏捷、科技、生
态”的战略转型要求，依托“123+N”的数
字银行发展体系，提升科技赋能水平，打
造业内领先的数字私行、移动私行，不断
优化客户体验。

具体实践来看，光大私行创新推出了
行业领先的“财富AI+”线上直通平台。
通过数字人、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运
用，打通了全货架私募产品线上化交易的
最后一公里，在合规的前提下大大提升客
户的认购效率。

另一个新的数字化实践案例是刚刚
上线的手机银行私行专版，据介绍，它改

变了传统银行APP作为移动客户端的单
一定位，通过人机协作、相互赋能，打造出

“手机银行私行专版+远程视频投顾+私
行中心”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新模式。
其中远程视频投顾服务属业内首创，让客
户随时随地获得专业团队的一对一顾问
咨询服务。

“科技提升体验。我们以科技与智慧
赋能客户服务，全新搭建私行数据集市和
客群分层经营平台，打造私行数据大脑，提
升数据中台支持能力，建设涵盖智能营销、
智能风控和智能资配的‘智慧立方’。”光大
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潘未名如此表示。

搭建财富生态迎接机遇和挑战

高度重视私人银行业务，正是因为看
重了社会财富管理的巨大需求以及其中
的变化趋势。

首先，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和可投
资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仍然是大趋势，带来
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业务广阔的市场空
间。根据多家行业咨询机构披露的数据，
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超过200万
亿元人民币，其中金融资产600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高净值个人数量约240-260万，
其持有可投资资产突破80万亿元人民币。

其次，社会收入的分布结构呈现出从
“图钉形”向“纺锤形”的转变，中高收入人群
在整体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也促使金融
机构不断调整发展战略，适应变化，将财富
管理与私人银行业务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第三，资管新规推动净值化转型，一
方面引导客户的投资偏好转变和投资理
念提升，另一方面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各机
构提升专业能力和与目标客户的适配能
力，有利于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业务的长

远健康发展。
最后，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结构更加多

元化，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的占比已逐步
超过创富一代企业家，40岁以下的年轻
新富群体占比攀升。同时，下一个十年，
国内“创富一代”将集中步入家族企业与
财富交接阶段。以投融资一体化、家族与
家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为主的传富需求，
将成为用户最为关注的要点。

未来财富管理市场巨大的需求和变
化趋势对机构而言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
一种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光大银行在
发布会上多次提及搭建“财富管理生态”
的概念，通过集团协同和市场资源整合，
构建开放式财富管理生态，满足私人银行
客户投融资一体化需求，助其基业长青。

“其实我们形成的共识是，大财富管
理领域是一个生态，无论公募和银行的理
财子公司，以及市场上其他资管行业细分
领域当中，有竞争关系，但更多的是合作
关系。我们以客户为中心，以不同的风险
性、收益性、流动性的铁三角组合去满足
客户不同的需要，同时我们各自有自己的
职责和责任。”齐晔如此强调。

潘未名解读称，此次提出的“心光明
至大成”的全新品牌Slogan，“心光明”出
自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秉承光
明之心，成就客户美好未来。“至大成”出
自《孟子·万章下》“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
振之也”，表达光大私行通过自身的服务，
帮助客户成就财富管理、品质生活和基业
长青的理想。升级后的品牌聚焦“专业、
科技、生态”三大内涵，积极践行金融央企
国家队、财富管理专业队和民生服务先锋
队的职责与担当，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要求而持续努力。 丁明华

为扛起普及金融消费知识的社会责
任，工商银行苏州分行认真落实监管机
构工作要求，以“小切口”构筑为民服务

“大格局”，在全辖范围内接续深入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普及金
融知识万里行”“防范非法集资”等主题
宣传活动，有效提升苏城居民金融消费
知识。至7月，该行已在全辖193个营
业网点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口号9万余
次，张贴宣传海报超过200份，发放宣传
折页、宣传单资料等近2万份；累计进村
组、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工厂等外
出集中宣传294场次，覆盖各类金融消
费者近1万人；在社交媒体、公众号、社
区宣传栏、户外广告牌等渠道推送宣教
400余次，宣教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把学党史守初心、践行“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与深入开展金融消费知识
普及宣传紧密结合，是该行今年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的亮点。年初，苏
州工行在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指导
下，积极参与苏州市灯谜协会举办的“金

融党史 为你着‘谜’”元宵主题活动，通过
线上猜谜抽红包、线下猜谜赢奖品等形
式寓教于乐，将党史知识、金融知识和江
南文化紧密融合，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参
与热情，活动期间逾36万人次通过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等渠道积极参与，对该行
结合金融知识创新党史学习方式和渠道
给予极大好评。

同时，该行还把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工作纳入党建共建工作之中，主动
参与地方政府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积极
发挥群防群治成效。该行今年参加了工
业园区环金鸡湖楼宇党建共同体之“金
融啄木鸟风险防范联盟”启动仪式，并设
立“金融啄木鸟党员先锋工作站”，推动
园区工行辖属17个营业网点与各社区
党群部门挂钩，进入周边社区、商户17
场次，开展宣传活动38场次，惠及社区
居民超过千人，进一步发挥了党员在防
范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深化了“您身边的
银行”服务品牌。

在“全国反欺诈宣传日”期间，该行

综合运用漫画、微视频、文章等展现方
式，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广播电视、
宣传海报等各类渠道，持续向客户普及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典型手法及应对
措施，普及参与非法贩卖手机卡与银行
卡的危害及法律责任和个人金融信息保
护等内容，累计发放宣传折页近8万份，
自媒体浏览量达2万次，14460人次参
与了直播活动，擦亮了“可信赖的银行”
金字招牌。

该行相关人士表示，守住老百姓的
“钱袋子”，看住老年人的“养老钱”，与广
大客户共同构建平安金融生态圈，是工
商银行传承和坚守人民金融底色的根本
要求。下一步，该行将在监管机构的指
导下，把防范非法集资与金融消费者保
护宣传工作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完
善金融消费知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使“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见实招、出成效。

徐婷婷

“小切口”构筑为民服务“大格局”

苏州工行积极开展金融消费知识宣传活动

为了绿水青山更美丽
农行倾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绿色发展战
略，持续完善绿色金融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致
力于从机制、产品和能力等三个方面，着力打造
绿色金融优势品牌，积极引导全行各项资源向
绿色产业倾斜，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如期实现，以金融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为美
丽中国添彩增绿。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农业银行紧紧围绕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进一步完
善顶层设计，全面提升服务绿色经济质效。
加快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管理体系顶
层设计，将ESG理念全面融入公司治理，从
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方面加快推进管理体
系建设，突出环境、社会表现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顶层设计日臻完善，农业银行绿色金融
业务量质齐升。截至2020年末，按照银保监
会统计口径，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经超
过1.5万亿元，折合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8713万吨。

加大绿色信贷投放。近年来，农业银行对
绿色信贷业务采取单列信贷增量计划，足额配
置信贷规模，配套经济资本占用、专项战略费
用政策等差异化措施，引导鼓励分行加大绿色
信贷投放。各地分支机构因地制宜，推进绿色
金融落地见效。农业银行在江苏地区从构建
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入手，积极支持节能环保、
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和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和项目。截至
2020年末，全行“两高一剩”（含煤炭）行业贷
款余额较2017年高点下降近1200亿元；全行
县域绿色信贷余额超5000亿元。

打造绿色金融品牌。近年来，农业银行持
续加大绿色产品创新力度，推出了“绿色金融
制造贷”“美丽乡村贷”“排污权质押贷”“绿债”

“绿色资产证券化”“碳中和债”等多个契合地
方特色的绿色金融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鲍春晖

夜色璀璨下的小镇，迎来熙来攘往
的游客。久违的街道，烟气蒸腾，一条美
食街，串起人们多少记忆。

刘阿姨在这条街卖凉粉，街里街外
的人们都乐意在夏季来吃一碗凉粉。刘
阿姨说，街坊不要钱，能来照顾生意，已
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食客们围着凉粉摊乘凉聊天，是这
条街的一道风景。

夜色深沉，收拾完摊位推着车子回
家，刘阿姨总会在院子里坐一会，直直
腰，然后掏出手机，看看建行客户经理小
王白天推送的“建行财富季，智慧消保来
助力”财富季消保宣教活动。

建行APP中那只小金牛好可爱，刘
阿姨总是忍不住点进去看看，“全民答题
抽锦鲤”“眼力大挑战”，活动真不错，一分
钟答完题，就可以抽锦鲤，没想到500cc

豆就这样抽中了，她开心的合不拢嘴。
刘阿姨，把遇见“锦鲤”当作一天中

最大的幸运，因为那寓意着生意红火。
从此她爱上了CCB消保活动，自动

变成宣传员，邀请很多身边的朋友们参
加。刘阿姨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不懂
金融知识，没想到建设银行把知识学习
变成游戏，实话实说，我们不喜欢深奥的
理论，我们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玩法。

消保分会场的“智慧课堂”还可以一
键直达理财页面，刘阿姨说，这下可方便
了，财富季产品都知道。

刘阿姨说，自己年轻时读书少，没想
到建设银行把大学开在手机上，扫码就
能看“消保老年课堂”，电影里的场景很熟
悉，自己就是剧中人。

客户经理小王，每次遇见刘阿姨，都要
聊上几句，今天刘阿姨对她说，“我以后可不

随便给别人留电话、地址、银行卡号这样的
信息啦，看了你们电影才知道，保护个人信
息这么的重要”。小王会心一笑。

自从有了数字化宣教，小王不再惧怕
走访客户。她与客户之间的话题不再只是
产品，而是多了更多金融消保知识。客户
也不再排斥她，更有意思的是，客户每次还
会问她，你们那个“消保从娃娃抓起”的电
影更新到第几集了。小王说“这种感觉真
好，我们在客户面前变成了亲人，他们喜欢
听我们讲消保，喜欢参加消保宣教活动。”

数字化宣教让成千上万个“小王”都
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她们用金融智慧之
水，灌溉百姓心田，让金融知识飞入寻常
百姓家。她们用勤劳书写着“建行消保
有温度 暖暖的”。“小王”们的职业生涯
也许很长，未来的路，就在她们的脚下，
更在千千万万客户的心里。简雯

深化一流财富管理银行建设

光大银行私人银行品牌全新升级

建行财富季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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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何敏,编号3205000340095声明作废
苏州通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专用章,编号3205011103292声明作废

相城区元和周小妹家具店遗失公
章,编号3205070966391;财务专用
章,编号3205070966392,声明作废

苏州全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3205080242716声明作废

苏州闻可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冯小虎,编号3205080235092声明作废
苏州郎琊阁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3205830332775，声明作废。
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苏 ED75229 道路运输证，
证号：苏202133675，声明作废。

苏州可爱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李巍）一枚，声明作废。

苏州浙天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205080041873,声明作废
江苏禾膳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3205830380263，声明作废。

苏州雷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3205061126701声明作废

常熟市琴川街道氢金丹百货商行遗
失公章,编号3205816218160;合同专
用章,编号320581621816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8月23日股
东会决议，苏州零久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
元减至1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8月23日股
东会决议，江苏鼎宏液压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
至 5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注销公告苏州喜茗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2021年8月24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8月24日股
东决定，昆山鸿巨盈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1万元
减至 50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8月24日股
东会决议，苏州东剑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6250万元减
至 1052.6316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8月24日股
东会决议，昆山市烽禾升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300
万元减至 300 万元，减少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注销公告苏州咔萌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于2021年8月24日决定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苏州市高立赛维电子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号320
502000200806040287S、副本编号
320502000200806040513S；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3205027462362
9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4623629-8；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苏州市高立赛维电子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8月24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苏州市知闻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8月24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苏州春生堂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8月24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苏州天之枫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股东于2021年8月24日决定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