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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

军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
范和促进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商业养老金
融的业务规则作出原则性规定，提出建
立多元发展格局，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开
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倡导银行保险机构

中信银行滁州分行助力光伏产业链

稳步推进商业养老金融发展。
2021 年以来，我国规范发展第三

3 月 23 日，219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发放到企业账户。

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步伐明显加

这是中信银行在客户尚没有销售收入、没有土地厂房等有

快，养老理财产品试点、个人养老金制

效抵押的情况下，创新融资方式，攻坚克难，突破合同订单

度“出炉”、国民养老保险公司正式开

融资的又一次雪中送炭。中信银行通过合同和应收账款融

业，同时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年金型

资的方式，为该客户批复了首笔 7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

保险等原有养老产品优势互补，为投资

度用于购买原材料，着实解决了企业尚未完全投产、资金异

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

常短缺的瓶颈困难。
今年以来，中信银行滁州分行紧跟滁州市产业布局与

银保监会指路
明确养老金融发展方向

金融服务导向，围绕光伏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
主动谋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畅通供应链的“通链”行
动计划，积极发挥供应链金融作用，大胆创新融资方式，多
措并举，金融服务主导产业链成效显著。通过非标准设备
抵押的方式，为省内光伏企业批复了 3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解决了企业“融得到”的问题，用金融活水解企业资金
之困。通过流动资金贷款加上国内信用证的方式，为省内

《通知》一共十三条，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商业养老金融的发展理念，支持和鼓励银行

光伏企业投放了 1.5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和国内信用证，解

保险机构发展相关业务，丰富产品供给。二是突出养老属性，规定了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商业养老金融业

决了其“融得便宜”
“ 融得快”的问题，用创新方案和高效服

务的基本标准和原则。三是强调银行保险机构要充分披露信息，开展消费者教育，培育养老金融理念。

务解企业春节前阶段性资金之缺。通过项目贷款加铺底流

四是对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商业养老金融业务组织实施、管理机制、费用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并明

动资金方式，为省内光伏企业上报获批了 4.9 亿中长期项目

确了不规范业务的清理安排。

贷款，解决了“融得长”
“ 融得多”的问题，用中长期低成本

养老金融市场急需完善

资金缓解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之负。

老”属性首先体现在产品期限的“长期性”上。

下一步，中信银行滁州分行将继续致力于服务主导产

其次是“稳健性”。
《通知》第十条指出，养老金

业链，在通链上持续发力，帮助企业加快周转，提升产业链

击，也蕴藏机遇。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融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加强商业养老资金投资管

畅通效率，力求创新突破更有实效，既雪中送炭帮助企业想

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理，采用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有效管控商业

办法融得到融得快，也专业创新助力企业融得多融得便宜，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养老资金投资风险。鼓励积极投向符合国家战略

全方位体现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与价值，为滁州市光伏产

26736 万，占全国人口的 18.9%，其中 65 岁及以上

和产业政策的领域，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提供

业高质量发展多做创新性贡献。

人口 20056 万，占全国人口的 14.2%。在我国人口

支持。

现阶段，我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这既带来冲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养老
金融服务有着旺盛的需求。与此同时，我国商业

■ 中信宣

邮储银行马鞍山分行开展知识竞赛活动

开展养老金融教育

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需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在资管新规框架下，打破刚兑仍是开展商业

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增加优良的养老服务供给。

为深化巩固邮银机构内控合规建设成果，进一步加强

养老金融业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商业养老

业内人士指出，养老金融是未来我国银行业

合规文化宣贯，促进基层机构员工知法守法、知规守规，5

金融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体风险偏好往往较低，产

重点支持领域，银行需要与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

月 5 日晚，邮储银行马鞍山市分行 2022 年内控合规暨反洗

品期限较长，这些都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在产品销

联动开发更多适配的产品和服务。
《通知》也明确，

钱消保知识竞赛首轮选拔活动在一市三县同步开展。

售、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多方面进一步强化风

支持和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开展业务合作，优

本次活动由邮储银行马鞍山市分行与马鞍山市邮政分

险揭示，引导投资者真正认识相关产品特点，理性

化商业养老金融产品设计、渠道推广、市场营销、

公司联合开展，各级机构层层推选百余名选手参赛。比赛

投资，真正做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内容涵盖法律法规、监管指引/规定、

投资管理、风险管控等。

商业养老金融要体现养老属性
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养老”是关键。
《通知》第
二条、第三条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商业养老金

对此，在适当性管理方面，
《通知》第四条表

行内制度三大方面，并将通过三轮竞赛选拔，在邮银双方共

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落实客户适当性管理要求，

选取 4 名选手参加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 2022 年内控合规暨

充分了解客户年龄、退休计划、财务状况、风险偏

反洗钱消保知识竞赛活动。

好等信息，合理评估客户养老需求、风险承受能力
等，向其推介销售适当的养老金融产品。

近年来，邮储银行马鞍山市分行高度重视内控合规文
化建设效能管理工作，通过知识竞赛、基层调研、送知识下

融业务应体现养老属性，产品期限符合客户长期

此外，在加强投资者教育方面，
《通知》第七条

养老需求和生命周期特点，并对资金领取设置相

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持续开展客户教育，提高

内控合规建设年等主题合规活动，让各级人员更好地认识

应的约束性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在产品合同中

社会公众对商业养老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

与掌握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工具，树立合规创造价值

与客户对特殊情形下的流动性安排作出明确约

度，逐步培育成熟的养老金融理念和长期投资理

的经营理念，恪守合规底线，促进内控管理工作的良性化发

定，但不得以期限结构化设计等方式变相缩短业

念，引导客户合理规划、持续投入、长期持有、长期

展，为助力邮储银行马鞍山市分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务存续期限。由此可见，商业养老金融产品的“养

领取，切实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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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名称
单位
设计指标
总用地面积
㎡
3010.18
总建筑面积
㎡
2418.98
总计容面积
㎡
2418.98
建筑物基底面积
㎡
666.28
建筑密度
%
22.13
容积率
—
0.80
机动车停车位
个
13
绿地率
%
7.25

举报监督电话：68829020

规划指标

规划公告尺寸以标注为准

合肥中油锦绣加油站项目各周边单位及住户：
合肥中油锦绣加油站项目选址位于金寨南路与锦绣大道交口西北角，建设单位为合肥中油石
油销售有限公司。经会议研究，原则同意合肥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锦绣加油站项目规划方案。
我局依法审批了该项目规划方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乡规
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现予以公示。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陆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金寨南路与锦绣大
道交口西北角查看公示牌附录图。
现对以上内容进行公示，详见附图
咨询电话：68232962
监督电话：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寄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和执法督查科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单位
合肥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工程名称

合肥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锦绣加油站

工程地点

肥西县金寨南路与锦绣大道交口西北角

设计单位

合肥上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

曹英

联系电话

15656995758

肥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建筑占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机动车位总数
非机动车总数

数量
48967.58㎡
47439.57㎡
40252.57㎡
7187.0㎡
10459.48㎡
0.82
21.36%
35.80%
260 辆
1289 辆

举报监督电话：68829020

基层、行长“合规体验周”等方式，结合员工行为规范教育、

■ 宋淑超

肥西经开区丹霞路新建中学各周边单位及住户:
项目位于肥西县，由肥西县教育体育局建设。经研究，原则同意肥西经开区丹霞路新建中学规划方案。
我局依法审批了该项目规划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现予以公布。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陆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肥西县丹霞路与规划蓬莱路交口向西 80 米)查看公示牌附录图。
咨询电话:68232901 监督电话: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寄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政策法规和执法督查科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计单位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肥西县教育体育局
肥西经开区丹霞路新建中学
肥西县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工
15905652583

规划公告尺寸以标注为准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肥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