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被誉为中国“碳

达峰、碳中和”元年，“双碳”目

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

家战略。“双碳”目标的确立不

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

金融行业的未来。

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增

强“双碳”发展理念，以金融力

量助力我国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

树立“双碳”发展理念 助力经济绿色转型

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提升百姓福祉，8月11日，建设银行正式启动2021年财富

季营销活动。在金融科技赋能下，建设银行举全行之力，加速数字化经营转型，共建共享财富生态，向社会全

面传递资产配置理念共建财富理想，通过精准供给各项优质金融产品，以游戏、资讯、主题分会场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呈现，助力百姓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开启普惠化财富管理时代

履践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共建财富理想 助力共同富裕
——建行2021财富季开启财富管理普惠时代

从年初的全民造福季，到奋斗季再到财
富季，建设银行理财惠民活动丰富多变，获得
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这些活动的背后，均是由建设银行主导搭

建生态平台，倡导理财、基金、证券、保险等大量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聚合力量共同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实惠、更便捷、更专业、更周到、更放心的

财富管理服务。在凸显数字化经营转型成果的
同时，更是彰显了建设银行“人民至上”的新金
融价值取向，坚持服务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始终把大众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借助金融科技之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履
行大行社会责任，积极回应人民的期盼和诉求，
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展望“十四五”，建设银行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金融科技为驱动，持续赋能业务创
新发展，用“金融+科技”重塑新金融“基建”，
为实体经济源源不断地输送金融活水。财富
季作为建设银行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开启新发
展格局的具体落脚点和试验田，一幅新的时
代画卷已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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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实现
“双碳”目标就必须将绿色科技和绿色
金融相结合。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
银行牵头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任务，这一年被视为我
国绿色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
也是在2016年，建设银行总行和

各一级分行均成立了绿色金融和绿色
信贷委员会，加强组织领导，布局并推
动绿色金融工作向纵深发展。
随着我国在 2020年 9月向全世

界公布了“双碳”目标，建设银行总行
于 2020年底成立了“中国建设银行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各一
级分行也纷纷跟进，以有效承接、执
行总行各条线工作组下发的行动方
案和行动计划，协同推动绿色金融业
务稳健发展。
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强化担当，

主动作为，立足发展根本，明确业务目
标，实现绿色贷款总量占比持续提升，
主要指标领先同业。制造业、战略新
兴产业、科技信贷、基础设施、信用卡
消费、贸易融资、普惠性小微企业、涉

农贷款等重点领域中的绿色信贷显著
增长，办理绿色信贷的中型客户数大
幅增加，为“双碳”目标实现和绿色金
融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新增贷款主要向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
施的绿色升级、绿色轨道交通、污染治
理等行业倾斜。同时，持续加强对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管控，对不符合要
求的项目坚决拿下。做到高碳资产贷
款占比稳中有降，贷款不良率低于各
项贷款平均水平。
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在涉及“双

碳”的业务上不断探索，充分利用碳
汇、碳交易等新生事物，走出一条市场
化的碳资产管理和金融业务相融合的
道路，实现绿色金融创新。

2021年 4月 30日，建设银行天
津市分行携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
功为某管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办理
了天津市和建设银行首笔碳配额质
押融资业务。
该公司坐落于天津静海区，属于

金属结构制造类企业，主要生产制造
各种金属管道，产品规模处于国内同
类企业前列，是中国国家钢管标准的
制定单位之一。

2021年4月，因市场原材料价格
波动，该公司向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

提出融资需求。为解决该公司押品价
值不足的问题，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
迅速行动，由市分行和所属津南支行
相关业务部门组成服务专班，上下联
动，多次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沟通联
系，了解项目情况，询问金融需求，经
认真分析、科学论证，决定创新引入碳
排放权配额质押作为增信措施，仅用
一周时间即完成了从贷款申报到放款
的全流程，解决了该公司的燃眉之急，
也为助力“双碳”贡献了金融力量。

寻找更多降碳突破口

建设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除
了能通过日常的业务为“双碳”目标的
实现作出贡献，还有其他的途径吗？
答案是肯定的！

8月12日，由天津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建设银行天
津市分行、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
立的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
心成立。
该研究中心将围绕天津市碳中和

与绿色金融这一主题，充分发挥平台
作用，融合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绿
色低碳专有技术与咨询服务优势、天
津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开发及低碳产

业生态与绿色金融资源优势，以及天
大环境科学院低碳理论与技术研究优
势、南大循环低碳中心绿色金融理论
研究优势、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绿色
金融与碳资产金融产品优势，从低碳
建筑、绿色金融领域，形成项目实践与
理论研究的强强联合。
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

心将秉承生态优先与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理念，在绿色低碳咨询、低碳运维
管理、碳核查、绿色金融服务、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开发等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为企业转型升级、政府
深化改革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
支持与赋能服务。
此外，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的降

碳工作还从自身寻找突破口，这就是
百余家营业网点，如果这些营业网点
能够实现碳中和，将在社会上产生良
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2021年 7月 19日，位于天津津
南区的建设银行天津八里台支行被
选为低碳网点试点，由此该网点围绕
低碳经济、绿色生活开展了一系列改
造，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预计
发电量可满足营业需求，实现二氧化
碳“零排放”。
如果以碳中和理念评估八里台支

行碳排放，该网点2020年用电量达到

6万度，这意味着需要购买超过80吨
的碳中和指标。以碳交易价格每吨
20元计算，中和费用大概在 1500元
至2000元，数额虽不大，但聚沙成塔，
不可小觑。
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并不是该

网点实现低碳、零碳的全部，八里台支
行还制定网点《低碳银行行为规范》：
在提供优质文明服务的同时，践行绿
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理念，以“双碳金
融、建行引领”为支行文化。行为规范
内涵盖：“双碳”理念宣传、绿色办公行
为规范、低碳化金融服务、员工环保行
为奖惩细则四方面内容。
八里台支行的主管单位建行天津

津南支行同时制定了《津南支行节能
减排考核方案》，包括将一切可做到量
化的节能减排行为对员工进行考核，
例如使用自行车、公交车、拼车等绿色
出行方式通勤，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实践“光盘行动”、无纸化办公等。
截至2021年7月，八里台支行共

发放贷款 80笔，放款金额总计 6715
万元，其中，绿色金融贷款 7笔，金额
总计 2300 万元，占到贷款余额的
34%。到2021年底，八里台支行绿色
信贷占比有望增加至 40%；到 2022
年底，绿色信贷占比有望增加至
45%。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创新转型高质量发
展阶段，居民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从单一保值
增值，逐步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转变，同时
更加强调安全性，金融机构财富管理服务也
从传统高净值客户延伸和融入至百姓日常
生活。智能化普惠化财富管理时代已经来
临。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稳

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
型”。建设银行作为国内金融业的领军者，
运用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成果，持续赋能金
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发展，数字化经营转
型已初具成效。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建设
银行全面推出以“共建财富理想”为主题的
财富季活动，发挥连接器和助推器作用，打
造资金与资产端的良性大循环，为客户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的资产配置渠道，助推共享社
会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可
信赖的渠道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增强人民财富管理获得感

据了解，建设银行 2021财富季是建行
截至目前最大规模的一场财富管理主题活
动，在全国范围同步推出。建行财富季活动
通过在手机银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上线财
富季活动主平台，联合全国分行网点开展丰

富的客户活动，推出数百款精选金融产品，
重点针对年轻客群、职场客群、老年客群、普
惠商户客群、县域客群、私行客群等不同客
户类型匹配资产配置的策略建议，不断创新
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财富管理需求。

升级品牌突出财富配置理念

建设银行2018年创新推出的“龙财富服
务平台”，经过多次迭代升级已具备财富体检、
智能投顾、财富资讯、资产负债全景图等一揽
子投资理财功能，为客户提供了丰富的财富管
理体验，受到客户好评。在财富季期间，建设
银行推出“建行龙财富”品牌，以“与你共建财
富理想”为品牌口号，将“建行龙财富”全面升
级为个人客户的财富管理统一品牌，发布了全
新的品牌广告，对建设银行以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之担当，发挥财富管理社会经济发展连接器
的作用进行了诠释，向大众传达专业、普惠的
财富管理服务理念。

构建全域业务生态

建设银行 2021财富季还打造了车生
活、跨境服务、安心悠享、社区商圈等线上活
动专区，涵盖衣食住行等各个消费领域。建
设银行还联合理财、基金、保险等子公司，以
及市场知名金融机构，举全行之力，聚合行
业优质产品资源、服务资源、内容资源，共建

共享财富管理生态，并通过减费让利优惠，
为百姓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提供便利
优质保障，全方位陪伴客户积累财富。建行
正在从银行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转变为财富
管理服务的平台运营方角色。

提升理财趣味价值

活动期间，建设银行通过打造虚拟的
“财富小镇”活动主平台，创新推出游戏化玩
法，引导客户学习金融知识，养成财富管理
的理念与习惯，积累“财富值”实现个人的不
断提升。同时，还在游戏中提供丰富的权益
奖励，客户在活动中获得的“CC豆”奖励，可
用于兑换十余款丰富实用的奖品。此外，除
了游戏主场，财富季通过直播、视频、图文等
方式，推出包括龙财富早报、机构探店、投资
学堂等在内的海量财富资讯，生动传递财富
管理理念和价值，宣传投资者教育知识。

搭载消保服务平台

建设银行近年持续大力推进消费者保护
工作，本次活动期间同步搭载消保权益平台，
主要体现在三种形式上：通过手机游戏活动、
网点活动等线上线下活动，让消费者深度参与
学习金融知识；通过问卷开展大范围调研，及
时发现百姓关切的服务问题；推出系列微电
影，沉浸式、案例化再现生活场景中的消保问
题，让百姓“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