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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字银行部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隋军、张进、杨又村、宋浩、罗岚、李秋萍、吴雪梅、王单、陈道正、李乐怡、

周芳、胡宇峰、胡杰、李浩然、宁尚进、陈青蔓、陶艺丹、邓与可、宋洋、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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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之前，我行提供的服务相对简单，产品品种较少，差异化的服务也少，对某类银行产品的说明可以

通过公告、宣传的方式告知客户，由于收费项目很少，客户对产品说明书的需求并不强烈。近年来，随

着金融创新步伐加快，我行产品可谓琳琅满目，即便是银行员工，有时候也难将业务解释清楚。 

因此，如果能从大众关注度高的产品开始，对银行产品以统一风格进行描述，则有利于我行宣传产

品与创造品牌。同时，对我行员工来说，如果有了明确的、一致的产品说明书规范和产品手册规范，则

可以提升相关员工对产品服务掌握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降低编制产品说明书的成本，最终提升服务效率。

对客户来说，如果能够有一种一致的描述方式，则可以使其充分理解我行产品的实质，更加准确无误的

定位产品，理解产品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建立对收益、费用和风险更为清晰的认识，促进了其购买我行

产品的可能。 

目前，我们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T 32319 - 2015《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范》, 团体标准有T/CBA 

207 – 2020《银行产品服务手册描述指南》，国际标准有ISO 21586:2020《金融服务参考数据 银行产

品服务（BPoS）描述规范》。重庆银行将以现有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及国际标准为基础，从普惠数字

信贷产品入手，以点及面，推动产品服务信息描述全面规范，从而使相关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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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产品服务(BPoS)信息描述规范 普惠数字信贷类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的构成，明确了相关术语、包含的实质性要素和展

现要求，给出了产品说明书逻辑展现基本模型和描述示例，并提供了描述手册中与产品说明书匹配和需

增加要素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和手册时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319—2015 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范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T/CBA 207—2020 银行产品服务手册描述指南 

ISO 21586:2020 金融服务参考数据 银行产品服务（BPoS）描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银行产品 banking product 

BPoSP（3.4）的输出，可以在BPoSP与客户（3.5）之间不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进行生产。 

注： 在根据ISO 9000定义银行产品的情况下，该术语可能等于BPoS。 

[来源：T/CBA 207—2020，3.1] 

 

银行服务 banking service 

BPoSP（3.4）的输出，在BPoSP和客户（3.5）之间至少需要执行一个活动。 

注： 在根据ISO 9000定义银行服务的情况下，该术语可能等于BPoS。 

[来源：T/CBA 207—2020，3.2] 

 

银行产品服务 banking product or service 

BPoS 

供应商为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或与金融相关的需求而向客户(3.5)提供的输出。 

注1：BPoS的范围是CPC版本2.1中group 711的一个子集，即包括一些金融服务，但投资银行、保险服务和养老服务

除外。 

注2：客户可以将BPoS作为产品或服务，或者作为产品和服务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另见CPC版本2.1第二章“分类

的基本原则”C.“商品、服务和其他产品。 

注3：如果提到了BPoS的复数形式，例如一族BPoS或一组BPoS，则缩略语仍然是B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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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CBA 207—2020,3.3] 

 

银行产品服务提供商 

BPoSP 

向客户(3.5)提供BPoS(3.3)的组织。 

注： BPoSP被认为是直接向客户交付BPoS的组织。 

示例：重庆银行即为 BPoSP。  

[来源：T/CBA 207—2020,3.4，有修改] 

 

普惠数字信贷银行产品服务 banking product or service of inclusive digital loan 

普惠数字信贷BPoS 

重庆银行为满足客户的普惠信贷类需求而向客户(3.5)提供的BPoS(3.3)。 

 

客户 customer 

期望获得，或已经获得某BPoS(3.3)（即银行产品或银行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注： 消费者、客户、最终用户、零售商、一个内部过程的产品或服务接受、受益人或购买者均是同义词。 

[来源：T/CBA 207—2020,3.6] 

 

银行产品服务描述手册 manual for BPoS 

BPoS手册 

BPoSP的员工在处理涉及到相关BPoS的业务时可以查阅相关信息的信息汇编。 

注1：处理涉及到BPoS的相关业务实际上就是服务提供方对产品服务的运作过程，该过程可以是由应用系统支撑的，

也可以是纯手工的。 

注2：信息汇编是从BPoS的视觉看的，即涉及到该产品服务的信息均组织在了一起，无需另行查找。 

[来源：T/CBA 207—2020,3.7] 

 

［银行产品］说明书 description ［for banking product］ 

向银行客户(3.5)提供银行产品描述的文档。 

[来源：GB/32319—2015,3.9，有修改] 

4 描述总体要求 

说明书构成的实质性要素 

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由应有信息、宜有信息和可有信息三部分组成。其中： 

a) 应有信息是重庆银行所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都应描述的内容，如应有信息描述不完整、不清晰，

将导致读者不能正确理解该银行产品； 

b) 宜有信息是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宜描述的内容，宜有信息将使得读者对该产品建立更

加完整、清晰、精准的认识； 

c) 可有信息是向客户说明的、在应有信息和宜有信息中未提及的信息。 

说明书要素性质 

4.2.1 应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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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的应有信息应满足如下的描述要求： 

a)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存在时，应描述该信息； 

b)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存在时，应注明“无”； 

c)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适用时，应注明“不适用”； 

d)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明确时，应注明“不确定”。 

4.2.2 宜有信息 

宜有信息应满足如下的描述要求： 

a) 宜有信息要求的内容存在时，描述该信息； 

b) 宜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存在，但对该信息不存在时如何对相关内容描述提出了明确要求的，应

使用可有信息进行补充描述，此时该宜有信息的标题可以省略；该宜有信息不存在且没有采用

可有信息进行补充描述的，应保留宜有信息标题，说明不存在的理由； 

c) 宜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存在时，没有其他要求时，可连同宜有信息的标题一并省略。 

4.2.3 可有信息 

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可包括可有信息。可有信息仅当其内容存在时才需要列出标题

描述。 

可有信息的描述标题和内容不应与应有信息和宜有信息重叠、矛盾，也不应采用对实质性内容的分

解、合并的方式表露与应有信息和宜有信息不一致的内容。 

说明书的要素排列顺序 

排列说明书的要素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单个产品说明书的要素应按照第 6章给出的顺序排列，其中： 

1) 除非是 5.2.6 描述的条款一致的情况，应有信息不得省略； 

2) 宜有信息是否可省略，取决于产品说明书与本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3) 可有信息排列在应有、宜有要素之后。 

b) 对存在相似内容的银行产品，可在同一银行产品说明书中进行描述，此时排列顺序应为： 

1) 该系列银行产品的构成； 

2) 公共的构成要求应按照应有、宜有、可有的顺序； 

3) 分别描述构成每个产品的特定实质性要素。 

描述风格 

尽可能使用日常用语。如果必须使用技术、商业或行业特定的词，应给出一些例子作为补充信息。 

描述应清晰、简洁，有足够深度的信息，避免误解。使用平实的语言并不意味着缩短长度、改变含

义或过度简化BPoS描述文本。 

5 符合性级别 

概述 

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与本标准的符合性程度，可分为以下六种情况： 

—— 最小一致； 

—— 等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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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致； 

—— 扩充一致； 

—— 增减一致； 

—— 条款一致。 

产品经理在编写产品说明书时，应结合我行实际，选择任意一种符合性程度进行描述，并在说明书

中进行说明。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与本标准的符合性程度宜按照以下优先级，不应使用条款一致。 

a) 扩充一致。 

b) 等同一致或增减一致。 

c) 选择一致。 

符合性的划分 

5.2.1 最小一致 

最小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中仅包括了本标准提出的所有应有信息，但实质性要素的描述可能不

符合描述建议。 

5.2.2 等同一致 

等同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中包括了本标准提出的所有应有信息和宜有信息，且所有实质性要素

的描述符合描述建议。 

5.2.3 选择一致 

选择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中包括了本标准提出的所有应有信息，但未包括部分宜有信息，或虽包

括了全部宜有信息但未按照宜有信息的描述内容、描述目的和描述建议进行描述。 

5.2.4 扩充一致 

扩充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中除了本标准规定的应有信息、宜有信息外，增加了可有信息。 

5.2.5 增减一致 

增减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中包括了本标准提出的所有应有信息，但未包括部分宜有信息，或虽包

括了全部宜有信息但未按照宜有信息的描述内容、描述目的和描述建议进行描述，还增加了可有信息。 

5.2.6 条款一致 

条款一致是指在产品说明书仅仅与第6章、第7章或附录A中的部分条款一致。 

6 实质性要素 

概述 

依据GB/T 32319—2015和ISO 21586:2020，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类产品说明书实质性要素包括

应有要素、宜有要素和可有要素。 

附件B中为业内一个典型的基于信用卡的BPoS描述示例，供我行编写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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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 

6.2.1 信息性质 

宜有。 

6.2.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唯一标识符。 

6.2.3 描述目的 

描述产品编号的目的在于： 

a) 将各个不同的产品区别开来； 

b) 使读者可无二义性地、快速的定位相应的产品。 

6.2.4 描述建议 

产品编号作为唯一标识，宜由字母、数字和少量汉字构成，包括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系列/产品集名

称或无二义性的缩写、产品投放区域和同一产品系列/产品集内各子产品发生方式的编号。采取“字母

（四位）-汉字（两位）-数字（两位）”的组合顺序编制产品编号，“-”作为分隔符，具体包括： 

a) 字母为产品系列/产品集中文名称的缩写和投放区域的缩写，如“好企贷”系列产品缩写为“HQ”，

“链企贷”系列产品缩写为“LQ”，“乡村振兴”系列产品缩写为“XC”；投放区域重庆缩写

为“CQ”、四川缩写为“SC”、陕西缩写为“SX”、贵州缩写为“GZ”； 

b) 汉字为产品系列/产品集子产品中文名称的缩写，如“好企税信贷”子产品缩写为“税信”，

“好企优房贷”子产品缩写为“优房”，“链企政采贷”子产品缩写为“政采”； 

c) 数字为产品系列/产品集各子产品的发生方式编号，如新增为 01、正常续贷为 02、专项续贷为

03、再支持贷款为 04、项下重审为 05、无还本续贷为 06。 

示例1：“好企（重庆）税信贷”(新增）的产品编号为 HQ-CQ-税信-01。 

示例2：“好企（四川）优房贷”（再支持贷款）的产品编号为 HQ-SC-优房-04。 

示例3：“好企（重庆）助农贷”（无还本续贷）的产品编号为 XC-CQ-助农-06。 

说明书版本 

6.3.1 信息性质 

应有。 

6.3.2 描述内容 

说明书的版本。 

6.3.3 描述目的 

使读者可无二义性地确定其所阅读的说明书与重庆银行发布的产品说明书内标注的最新有效版本

的差异。 

6.3.4 描述建议 

应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方式描述，两种方式具有等同的含义： 

a) 中文描述为 yyyy年 mm月第 p版第 q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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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文描述为 Vp.q – yyyy.mm。 

其中，yyyy为带有世纪的年份，mm为月份；yyyy和mm均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月份小于10时，加前导

数字0；p和q均为从1开始计数的正整数。 

对说明书的文字性修订、可读性修订、增加示例或文字勘误等不改变说明书实质性内容的情况，可

保持p不变而增加q的计数；对说明书的所有实质性变更，包括由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变化而引起的变更和

说明书的描述存在不足、错误引起的变更，均应增加p计数，在p计数变更后，q的数字应从1重新开始计

数；p为1且该版本说明书为首次发布时，q应为0。 

对编制过程中的文档均实施可追溯管理，建立数字化的文档库，对发布版本和编制过程中的文档版

本进行入库管理，并实现可追溯、可查询。 

示例：“好企税信贷”中文说明书首次发布的版本宜描述为 2022 年 08 月第 1 版，如 2022 年 9 月份对该说明书进

行不改变实质性内容的修订，则宜描述为 2022年 09 月第 1版第 1 次修订；如 2022 年 12月份对该说明书进行实质性变

更，则宜描述为 2022年 12 月第 2 版。 

中文商业全称 

6.4.1 信息性质 

应有。 

6.4.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中文商业全称。 

6.4.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中文商业全称。 

6.4.4 描述建议 

中文商业全称宜做到： 

a) 读者易于从中文商业全称中理解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特点； 

b) 在无中文商业简称的情况下，中文商业全称便于记忆； 

c) 在行内同一产品系列/产品集中，中文商业全称不应重名； 

d) 在行内同一产品系列/产品集中，使用过的中文商业全称对新的银行产品不宜使用。 

示例：重庆银行-基于大数据的全线上/线上线下结合的、向具备知识产权的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发放的个人经营性

普惠金融贷款产品“好企知产贷”。 

中文商业简称 

6.5.1 信息性质 

宜有。 

6.5.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中文商业简称。 

6.5.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中文商业简称，并成为日常标识该产品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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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描述建议 

中文商业简称宜做到： 

a) 与中文商业全称建立易理解的缩略关系； 

b) 在行内同一产品系列/产品集中，中文商业全称不应重名； 

c) 在行内同一产品系列/产品集中，使用过的中文商业全称对新的银行产品不宜使用。 

示例：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好企*贷”。 

英文商业全称 

6.6.1 信息性质 

宜有。 

6.6.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英文商业全称。 

6.6.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英文商业全称;在使用英语的语境中，能以本要素标识该普惠数

字信贷产品。 

6.6.4 描述建议 

英文商业全称宜做到： 

a) 与产品中文商业全称宜等同；由于语境的差异，等同翻译不能很好表达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寓意

的, 应采用相同实质性内容的表达； 

b) 在同一银行产品集中，英文商业全称不应重名； 

c) 在同-银行产品集中，使用过的英文商业全称对新的银行产品不宜使用。 

英文商业简称 

6.7.1 信息性质 

宜有。 

6.7.2 描述内容 

产品的英文商业简称。 

6.7.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英文商业简称；在使用英语的语境中，能以本实质性要素标识或

快速定位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6.7.4 描述建议 

英文商业简称宜做到： 

a) 英文商业简称宜符合英语习惯的缩写，且便于发音；其缩写的含义、发音均不宜与含义不佳的

词汇相近； 

b) 英文商业简称可与中文商业简称无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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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英文商业简称应考虑在英语语境中,易于为略知英语的人员所使用； 

d) 在同一银行产品集中，英文商业简称不应重名。 

专业名称 

6.8.1 信息性质 

应有。 

6.8.2 描述内容 

产品的专业名称。 

6.8.3 描述目的 

使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读者能从专业角度快速理解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6.8.4 描述建议 

宜采用在银行业较为广泛使用的知识体系作为描述的专业基础。 

重庆银行的同一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系列/产品集中的各子产品应采用同一知识体系中的术语。 

专业名称的编码表和分类规则如下： 

a) 应描述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贷款用途，如生产经营性贷款、消费性贷款； 

b) 应描述贷款信用程度，如信用贷款、抵押贷款； 

c) 可描述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对应的场景，数字为不同场景对应的编号，如 01 经营采购类场景，

02科技金融支持类场景、03 出口贸易场景、04 助农及产业扶贫类场景。 

示例：一种生产经营性贷款产品，其： 

      1.引入第三方保证担保； 

      2.属于02类； 

      3.整合征信、工商、税务、司法、房产、行内等多维度数据； 

      4.实现全流程线上自主申请、智能审批、自助放款、动态监控；       

      5.支持具备知识产权的小微企业短期生产经营周转。 

产品发行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9.1 信息性质 

应有。 

6.9.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9.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准确定位哪个银行发行了本说明书描述的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6.9.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 

产品发行机构金融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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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信息性质 

宜有。 

6.10.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金融机构代码。 

6.10.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准确定位哪个银行发行了本说明书描述的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6.10.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金融机构代码：B0206H250000001。 

产品发行机构中文全称 

6.11.1 信息性质 

应有。 

6.11.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中文全称。 

6.11.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哪个银行以及该银行的哪级机构发行了本说明书描述的银行产品。 

6.11.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发行机构 LEI编码 

6.12.1 信息性质 

宜有。 

6.12.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LEI编码。 

6.12.3 描述目的 

读者能通过LEI编码了解该产品发行银行的相关信息。 

6.12.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LEI编码：300300C1093150000083。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地址 

6.13.1 信息性质 

宜有。 



Q/BCQ 015—2022 

10 

在未提供产品发行机构联系地址时，应通过其他方式使读者在需要时能获得产品发行机构的联系

地址。 

6.13.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联系地址。 

6.13.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在需要时，找到重庆银行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6.13.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总行地址：中国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6号。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话号码 

6.14.1 信息性质 

应有。 

6.14.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联系电话号码。 

6.14.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在需要时，可以找到重庆银行进行电话沟通。 

6.14.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统一咨询服务热线： 023-63796899。 

产品发行机构网页地址 

6.15.1 信息性质 

应有。 

6.15.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官方网页地址。 

6.15.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在需要时，找到重庆银行的网页。 

6.15.4 描述建议 

应提供重庆官方地址及相应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网页地址。 

示例1：重庆银行官网地址为 http://www.cqcbank.com/。 

示例2：“好企贷”系列产品网页入口 http://www.cqcbank.com/cn/jrfw/xwjr/xsdk/hqdxl/index.html。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 

6.16.1 信息性质 

http://www.cqcbank.com/
http://www.cqcbank.com/cn/jrfw/xwjr/xsdk/hqdx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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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 

在未提供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了邮件地址时，应通过其他方式可使读者在需要时能获得重庆银行

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 

6.16.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电子邮件地址。 

6.16.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在需要时，可以找到重庆银行进行电子邮件沟通。 

6.16.4 描述建议 

宜提供与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统一电子邮件地址。 

产品发行机构网上即时联系号码 

6.17.1 信息性质 

宜有。 

6.17.2 描述内容 

重庆银行的网络即时联系号码。 

6.17.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在需要时，可以找到重庆银行进行网络即时沟通（聊天）。 

6.17.4 描述建议 

重庆银行微银行公众号：gh_71bbd93ce40a。  

适合客户 

6.18.1 信息性质 

应有。 

6.18.2 描述内容 

可以签约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客户。 

6.18.3 描述目的 

读者可熟悉何种客户可签约银行产品。 

6.18.4 描述建议 

应描述何种客户可签约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a) 描述对客户的法定要求，即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贷款对象的准入条件； 

b) 描述该产品是否可由单位或个人签约办理以及对签约或办理的单位和个人的约束条件，并明

确办理渠道和方式； 

c) 描述业务申请过程中，客户需出示的有效证件和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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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宜描述是否将合适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示例1：【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好企税抵贷”】适合于满足以下条件的客户，不满足以下条件的客户建议选择其他普

惠数字信贷产品： 

—— 法定要求为：年满 18 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含港澳台人士），持有

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且实际年龄与授信额度有效期之和不超过 65 周岁；无不良信用记

录、无不良司法记录、不属于特定反洗钱监控名单； 

—— 符合产品要求的其他条件； 

—— 业务可由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个人办理，通过重庆银行手机银行 APP、重庆银行微银行公众号、

巴狮展业或行内其他授信申请终端进行申请; 

—— 需要客户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Ⅰ类账户借记卡、客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客户所有的房

屋产权证（原件、复印件均可）等资料，以完成有效的身份识别与贷款业务申请。 

示例2：【普惠数字信贷产品“链企出口 e 融”】适合于满足以下条件的客户企业，不满足以下条件的客户建议选择

其他普惠数字信贷产品： 

—— 法定要求为：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司法记录、不在黑名单及特定反洗钱监控名单；年出口收汇额 50 万

美元（含）以上的出口企业;为国家外汇管理局贸易外汇收支 A 类名录企业；企业经营出口业务年限满 2

年，出口收汇记录良好；企业出口具有一定规模，且收汇持续稳定； 

—— 符合产品要求的其他条件； 

—— 业务可由出口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个人办理，通过重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行申请； 

—— 企业出口具有一定规模，且收汇持续稳定； 

—— 需要客户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Ⅰ类账户借记卡、客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出口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外汇

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授权码等资料，以完成有效的身份识别；同时需要在申请流程中线下打印企业征

信授权书（银行网点不提供打印服务），并加盖公章完成上传，已完成有效的身份识别与贷款业务申请。 

银行产品凭据 

6.19.1 信息性质 

宜有。 

6.19.2 描述内容 

客户持有的用以证明对银行产品处置和操作权利的凭据。 

6.19.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支持何种凭据，并能够因签约该产品需要获取的最少银行产品凭据。 

6.19.4 描述建议 

描述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宜描述产品的全部凭据及载有该产品凭据的介质，并采用认可度较高的无二义性术语进行描

述； 

b) 凭据应当是客户持有的用以证明对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处置和操作权利的凭据,不是客户填写

的或由银行打印并由银行客户签字确认的业务凭证，也不是承载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的载

体。 

示例：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是在贷款业务办理成功后生成的唯一可识别具体贷款业务的集合贷款要素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借款人、贷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还息方式等内容）的订单流水号或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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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6.20.1 信息性质 

宜有。 

6.20.2 描述内容 

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6.20.3 描述目的 

使读者能获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在保管、清洁与维护时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尤其是可能导

致发生金融风险的事项。 

6.20.4 描述建议 

明确凭据载体的保管、维护、清洁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示例1：对于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银行产品凭证，经电子渠道下载后应妥善保管在计算机、手机或 U 盘等电子设

备载体中，不得将存有该凭证的载体随意放置、丢弃，以免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自身权益的损害等；计算机、手机、

U 盘等电子设备应远离极端温度和水。 

示例2：对于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银行产品凭证，如未下载，则该凭证将存储于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银行将妥善

保管、定期维护存有该凭证的计算机系统。 

示例3：对于以纸质形式存在的银行产品凭证载体，应重点保管，不应随意放置、丢弃，以免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自身权益的损害等；无需清洁。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更换 

6.21.1 信息性质 

宜有。 

6.21.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的更换方法。 

6.21.3 描述目的 

使读者能获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在到期、损坏、丢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更换的信息。 

6.21.4 描述建议 

宜明确凭据载体在到期、损坏、丢失的情况下如何更换，描述的语言应浅显易懂，并易于读者理解

和推导出类似的情况； 

宜说明凭据载体能否即时更换，以及更换的频率等。 

示例1：存储电子数据类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证的电子设备在出现内存不足、损坏、丢失等情况时，应更换存储介质，

通过复制粘贴或重新下载将原有电子数据凭证转移至新的电子设备中，便于查阅和使用。 

示例2：纸质介质的数字普惠信贷产品凭据载体如出现损坏、丢失等情况时，应联系办理业务的银行分支机构，复制

或补打纸质载体。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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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信息性质 

宜有。 

6.22.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的所需能源来源。 

6.22.3 描述目的 

使读者能获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的能源供应与更换信息。 

6.22.4 描述建议 

宜明确凭据载体的能源供应与更换情况，说明是否需要能源。 

示例1：对于存储电子数据类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证的电子设备，如存在以电力驱动的（例如计算机、手机），应通

过外接电源或内置电池提供能源供应；如不存在电力驱动的（例如 U 盘），则无需能源。 

示例2：纸质介质的数字普惠信贷产品凭据载体不需要能源。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处置 

6.23.1 信息性质 

宜有。 

6.23.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在不再使用时的处置方式。 

6.23.3 描述目的 

使读者能获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的处置信息。 

6.23.4 描述建议 

宜明确不再使用凭据载体时安全、保密的处置方式，必要时可列举不宜采用的处置方式及可能造成

的后果或损失。 

示例1：对于存储电子数据类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证的电子设备载体，如不再使用凭证时，应及时删除、清除、销毁，

不宜直接丢弃，否则可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自身权益受损等风险。 

示例2：对于纸质的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宜通过碎纸机销毁，不宜直接丢弃，否则可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

自身权益受损等风险。 

支持币种 

6.24.1 信息性质 

应有。 

6.24.2 描述内容 

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支持的币种。 

6.24.3 描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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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能获悉： 

a) 银行产品支持何种币种； 

b) 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币种提供服务； 

c) 在提供多币种服务时，是否允许币种的转换。 

示例1：某银行提供的人民币定期存单支持的币种为人民币。 

示例2：某银行提供的多币种一本通产品，允许存入美元、欧元、英镑、港币，但各币种分别进行核算。 

示例3：某银行提供的双币种贷记卡，在境内消费时按照人民币进行核算，在境外消费时按照美元进行核算，且在自

动还款时，按照当日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卖出价折算为人民币还款。 

6.24.4 描述建议 

在描述时应明确产品所支持的币种类型，币种类型应按GB/T 12406-2008规范所列明的币种名称进

行描述。 

支持多种币种的产品，应明确不同币种的使用场景和阶段（贷款的发放阶段、贷款的支付阶段、贷

款计息阶段等）。 

支持多种币种且未区分使用场景的产品，应明确币种间是否能进行转换： 

—— 能进行币种转换的，应明确不同币种间的转换规则和转换条件，比如可转换的阶段； 

—— 能进行币种转化的，应在服务费用中说明存在的汇率转换以及手续费，应描述可能存在的汇

率变动导致的额外支出； 

—— 不能进行币种转化的，应在描述中明确一旦选定某种币种后不可更改，应描述可能存在选择

不同币种后的的服务限制，比如不能用另一种币种进行支付。 

示例：好企税信贷产品仅支持人民币。 

产品期限 

6.25.1 信息性质 

应有。 

6.25.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载体、预期收益、服务费用等改变的期限。 

6.25.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 

a)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在何时需要进行更新以及如何进行更新； 

b) 银行产品的预期收益在何时且满足何种条件会改变； 

c) 银行产品的服务费用在何时且满足何种条件会改变。 

6.25.4 描述建议 

应描述产品存在的期限类型、不同期限类型的效力、以及对应期限类型的最小值、最大值，以年为

单位。 

应描述期限前后的变化及对客户的影响。 

应描述期限前后客户的注意事项。 

示例1：好企税抵贷的期限分为授信期限和贷款期限两种类型。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 10 年，在此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贷款，可办理不超过该授信期限的最高额抵押登记；贷款期限为授信期限内的项下用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且最后一

年用款到期日不得超过最高额授信额度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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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在授信期限到期前，借款人可在额度范围内循环发起用款申请；在授信期限到期后，将不能发起用款申请。 

示例3：在贷款期限到期前，借款人应准备还款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避免因逾期还款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销售渠道 

6.26.1 信息性质 

应有。 

6.26.2 描述内容 

从银行客户的视角看，签约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时银行所允许的销售通道或途径。 

6.26.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银行通过何种渠道与客户建立合约，使得客户可以获取该产品。 

6.26.4 描述建议 

应使用非专业术语描述客户可获得该产品服务的通道或途径。 

应提供产品的具体申请渠道类型。 

示例1：好企税信贷产品可通过线上渠道，例如重庆银行手机 APP、重庆银行微信银行、重庆银行微信小程序进行申

请。 

示例2：好企税信贷产品可通过线下渠道，例如重庆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申请。 

服务渠道 

6.27.1 信息性质 

应有。 

6.27.2 描述内容 

在完成除签约银行产品外的实时交易或设定预约交易时，银行客户与银行产品受理银行进行信息 

交互的场所和方式。 

6.27.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在何种信息交互场所通过何种信息交换方式使用银行产品,进而可判断银行产品与需 

求的吻合度。 

6.27.4 描述建议 

描述支持产品的服务渠道，即通过何种信息交互场所、通过何种信息交换方式使用产品。 

描述不同服务渠道（信息交互场所或方式）所能提供产品服务的阶段和内容。 

示例1：好企税信贷产品可在重庆银行营业网点获得贷款产品信息。 

示例2：好企税信贷产品可通过手机银行 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提交贷款申请获得预审批额度；通过手机银

行 APP 完成线上签约及贷款提用。 

银行产品服务时间 

6.28.1 信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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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 

6.28.2 描述内容 

银行产品涉及的服务渠道可正常完成实时交易或设定预约交易的时间范围。 

6.28.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银行产品何时能进行实时交易或设定预约交易。 

6.28.4 描述建议 

对于需要人工介入的产品环节，应明确可提供服务的时间范围。例如：工作日的 9:00-18:00。 

对于不需要人工介入的产品环节，应明确可提供服务的时间范围。例如：7*24小时。 

示例：好企税信贷产品可通过线上渠道（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7*24 小时发起申请，银行将在工作日的 9:00-18:00

进行审批。 

销售地域 

6.29.1 信息性质 

应有。 

6.29.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销售的地域。 

6.29.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在何地能签约该银行产品。 

6.29.4 描述建议 

描述产品销售的所在地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按照行政区划的方式给出。 

对于限定在某机构销售的产品，可通过专门的销售机构名单说明。 

对于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销售的产品，其销售区域应明确为互联网覆盖区域内。 

示例：好企税信贷业务通过线上渠道（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进行销售时，其销售区域为互联网覆盖区域。例如

经营实体在重庆的借款人去到国外非洲贩卖手机，急需资金周转，可登录我行手机银行进行贷款申请。 

服务地域 

6.30.1 信息性质 

应有。 

6.30.2 描述内容 

银行产品涉及的服务渠道可正常完成实时交易或设定预约交易的服务地域。 

6.30.3 描述目的 

读者能获悉银行产品在何地能进行实时交易或设定预约交易。 

6.30.4 描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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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区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按照行政区划的方式给出。 

对于限定在某机构办理的产品，可通过专门的办理机构名单说明。 

示例：好企税信贷业务的服务区域为我行营业网点覆盖区域（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贵州省），借款人经营实

体所在地为上述区域的，为我行服务适用对象。 

产品用途 

6.31.1 信息性质 

应有。 

6.31.2 描述内容 

该银行产品能够满足客户的什么需求。 

6.31.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据此判断该普惠数字信贷产品是否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6.31.4 描述建议 

应采用非专业术语描述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对于客户的用途。 

宜明确产品贷款用途的限制，可体现为描述资金不能投入的领域。 

示例：好企税信贷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不可用于房地产、证券、股票等投资。 

运作原理和流程 

6.32.1 信息性质 

宜有。 

6.32.2 描述内容 

银行产品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在正常状态的运作流程。 

6.32.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 

a） 银行产品在客户与银行之间的交互； 

b） 银行产品在发行银行与外部机构的交互； 

c） 银行产品在发行银行内部的处理。 

6.32.4 描述建议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描述产品的申请、调查、审批、签约、放款阶段的业务流程，在上述流程中涉及的操作主体； 

b) 宜以非专业术语描述客户可感知的交互过程，以便客户理解产品的运作流程； 

c) 应描述客户在上述流程中的注意事项。 

预期收益 

6.33.1 信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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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 

6.33.2 描述内容 

银行客户签约的单位产品,按日、周、月、年等合同（合约、契约）、银行产品章程、银行商业承

诺指定的周期计算，能够给银行客户带来的收益。 

6.33.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产品可能给银行客户带来的收益，并尽量理解这种可能性的概率。 

6.33.4 描述建议 

描述客户获得贷款后带来的收益（包括可使用的最大资金金额、最长期限）等，对于使用贷款后可

获得的间接收益，不应描述在里面。 

服务费用 

6.34.1 信息性质 

应有。 

6.34.2 描述内容 

银行客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可能支付的各种费用。 

6.34.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在使用银行产品的过程中，从银行客户的视角确定支付和可能支付的各种费用。 

6.34.4 描述建议 

应描述在使用产品过程中，描述应收费用、或有费用和附加费用。 

a) 应收费用，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必须需要支付的费用，比如贷款利息等； 

b) 或有费用，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可能支付的费用； 

c) 附加费用，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服务渠道或服务场景下，因该服务渠道或

服务场景需要附加支付的费用； 

d) 应描述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确定不用支付的费用。如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 

注： 贷款产品的利息支出为应收费用，是借款人必须要支付的费用。 

风险分析 

6.35.1 信息性质 

应有。 

6.35.2 描述内容 

从银行客户的视角看，签约和使用该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 

6.35.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银行产品可能给银行客户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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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4 描述建议 

描述使用产品过程中，可能为客户带来的经济风险、信用风险等。 

描述使用产品过程中，因银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声誉风险、

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为客户带来的影响。 

示例：在使用贷款产品的过程中，如出现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银行将会采取提前收回贷款、暂停贷款发放等措施。 

注意事项 

6.36.1 信息性质 

宜有。 

6.36.2 描述内容 

从银行客户的视角看，签约该产品应注意的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可能与防范风险有关，也可能与方

便对银行产品的使用有关，还可能与在银行产品提供的收益范围内获得更大收益有关。 

6.36.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了解签约该银行产品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6.36.4 描述建议 

宜描述客户在普惠数字信贷业务办理全流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宜描述客户在还款、续贷等流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 

相关产品 

6.37.1 信息性质 

宜有。 

6.37.2 描述内容 

宜提供与本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具有相同的产品凭据，或具有不同的产品凭据但与本银行普惠

数字信贷产品凭据存储在相同的载体中的本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清单。 

6.37.3 描述目的 

使读者能够了解相同的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凭据或凭据载体还能够办理什么银行产品/业务，以及能

否方便地使用其他那些银行产品/服务。 

6.37.4 描述建议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提供与本产品类似的产品清单； 

b) 宜提供本系列产品目录（含产品编号、中文商业名称、适合客户等要素），同系列产品可使用

同一套产品目录。 

术语解释 

6.38.1 信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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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 

6.38.2 描述内容 

在本说明书中涉及的术语。 

6.38.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够正确理解本说明书描述的内容。对如下的情况，宜对术语进行解释： 

a） 该术语展于专门金融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不易遇到； 

b） 该术语有多种解释，在本说明书中符合其中的一种。 

6.38.4 描述建议 

描述术语时，应注意如下的方面。 

a) 如果术语只能引用术语描述才能准确，则应说明这一情况，并对引用的术语另条进行解释。 

b) 对一个术语有多种含义而在本说明书仅使用了其中一种含义的术语，应惊醒明确的提示以降

低误解的可能。 

c) 在可能的情况下，宜采用例子喻示术语的含义，但应注意不能导致读者的误解。 

贷款额度 

6.39.1 信息性质 

应有。 

6.39.2 描述内容 

客户申请普惠数字信贷业务可获取的贷款额度类型。 

6.39.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成功申请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业务后，根据客户自身情况和不同的普惠数字信贷产

品类型，可能得到的不同贷款额度。 

6.39.4 描述建议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描述授信额度类型、不同额度类型的效力、额度类型的最小值、最大值，以万元为单位； 

b) 应描述授信额度的确认规则。 

示例1：好企税信贷为单笔授信非循环使用额度。在贷款额度有效期内仅能使用一次，贷款额度即为贷款金额，最高

额度为 100 万元。 

示例2：好企商超贷为单笔授信循环使用额度。在贷款额度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在该贷款额度项下可一次或分次使

用贷款本金余额之和不得超过该额度，最高额度为 50 万元。 

示例3：好企税抵贷为最高额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但仍实现一年一审，项下用款的贷款额度不得超

过最高额授信额度，最高额度为 500 万元。 

示例4：好企税抵贷最高额授信额度的确定规则为根据借款人申请额度，线上单户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依据企业纳税、房产截止以及客户信用评级等情况综合核定，最高抵押率上限控制等多方面因素，按照孰低原则确定。 

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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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1 信息性质 

应有。 

6.40.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贷款利率水平。 

6.40.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年化利率，有助于读者清晰、准确地认识真实利率。 

6.40.4 描述建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3号）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的规定，结合贷款利率的确定规则，

在描述贷款产品的年化利率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

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 

b) 贷款年化利率应以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其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并折

算为年化形式。其中，贷款成本应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 

c) 贷款年化利率可采用复利或单利方法计算。复利计算方式即内部收益率法，采用单利计算方法

的，应说明是单利。 

d) 无论采用单利方式还是复利方式计算贷款年化利率，均必须以剩余贷款本金为基础计算。 

e) 应明确贷款利率的确定规则，以及产品可能存在的利率区间。 

示例：经风险定价模型评估及人工审批后，好企税信贷年化利率（单利）区间为 4%-6%。 

担保方式 

6.41.1 信息性质 

应有。 

6.41.2 描述内容 

除信用类贷款外，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担保方式。 

6.41.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可提供的担保方式。 

6.41.4 描述建议 

应描述贷款产品的担保方式，按照主担保方式、或有担保方式和附加担保方式描述： 

a) 主担保方式，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且承担主要作用的担保方式； 

b) 从担保方式，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且承担次要作用的担保方式； 

c) 附加担保方式，描述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可能被要求增加的担保方式。 

示例：好企税抵贷的主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担保；从担保方式为申请所对应经营主体的企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附

加担保方式为经办机构可根据客户风险情况，自主确定是否增加具备担保资质的自然人或其他企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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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支付方式 

6.42.1 信息性质 

应有。 

6.42.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支付方式。 

6.42.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可提供的支付方式。 

6.42.4 描述建议 

描述贷款产品的支付方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可提供选择的支付方式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支付方式的适用条件； 

b) 不同类型支付方式的适用规则； 

c) 需提供的辅助支付的资料。 

示例1：好企税抵贷可适用自主支付和受托支付。授信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只能采取受托支付；授信金额在 50万

元（含）以内的，可选择自主支付或受托支付。 

示例2：好企税抵贷适用自主支付的，单日贷款支付限额未 50 万元（含）；适用受托支付的，可选择通过个人账户

直接直接给有交易背景的第三方支付对象，也可通过在我行开立的经营实体结算账户划转至有交易背景的第三方支付对

象。 

示例3：无论采取何种支付方式，均需向我行提供证明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料。 

还款方式 

6.43.1 信息性质 

应有。 

6.43.2 描述内容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还款方式。 

6.43.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可提供的还款方式。 

6.43.4 描述建议 

描述贷款产品的还款方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可提供选择的还款方式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支付方式的适用条件； 

b) 对于贷款发放后，首期不足期还款约定； 

c) 可查看还款计划表的渠道和途径。 

示例：好企税抵贷采用按期付息到期还本的还款方式。贷款发放后，对于首期不足期的贷款，将在下一期还款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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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办理资料 

6.44.1 信息性质 

可有。 

6.44.2 描述内容 

客户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业务过程中需提供的证件和资料。 

6.44.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申请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业务，所需要提供的证件和资料。 

6.44.4 描述建议 

可描述客户在申请和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业务的全流程中所需要提供的证件和资料清单，明确不同

环节需要的不同资料。 

贷款服务耗时 

6.45.1 信息性质 

可有。 

6.45.2 描述内容 

客户申请普惠数字信贷业务的耗时情况。 

6.45.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悉申请、办理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业务，不同业务环节的平均耗时情况。 

6.45.4 描述建议 

宜以工作日为单位描述业务申请和办理全流程各环节的平均耗时情况，平均耗时情况以普惠数字

信贷业务历史耗时数据的平均值为准；宜描述特殊情况下可能超过平均耗时的情形。 

示例：好企税信贷产品的办理平均时间约为1个工作日，如存在特殊涉诉信息需由借款人提供资料的，将超出该时

间。 

客户个人信息保护 

6.46.1 信息性质 

可有。 

6.46.2 描述内容 

对于客户申请、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业务过程中，对获取的相关客户数据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6.46.3 描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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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读者知悉申请、办理、签约重庆银行普惠数字信贷业务所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重庆银行均采取

了保护措施。 

6.46.4 描述建议 

可说明在客户办理普惠数字信贷产品的全过程中，重庆银行均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范规定，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和“最少、必要”原则，以安全适当的方式收集、存储、使用、加工、

传输、提供、公开、删除客户的个人信息。 

7 要素的处理和展现要求 

逻辑展现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的逻辑展现宜采用XML或JSON格式，具体见附录A。 

物理展现 

应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建立不同的物理展现。 

物理展现应符合GB/T 32319—2015中7.2的规定，同时还应满足： 

—— 物理展现应基于逻辑展现，不应出现与逻辑展现不能对应的要素； 

—— 说明书可采用电子或纸质方式展现，宜同时能提供电子和纸质版本，两者内容应一致； 

—— 说明书的要素标题和要素的描述内容应采用不同的字体或字号，要素标题应在视觉上比要素

的内容更加醒目； 

—— 如只提供电子表格或纸质表格，请加盖“只提供电子版”或“只提供硬纸质版”说明； 

—— 如果选择电子表单，则采用不能修改的格式，或者修改后会留下清晰的跟踪记录； 

—— 如有必要，涉及安全及适当操作的信息可在描述中重复； 

—— 为了满足宣传的需要，描述可以用视频或音频的形式来表达，当使用视频格式时，一些插图

可以是图形或动画。 

8 BPoS手册描述特有要素 

概述 

宜参考T/CBA 207—2020编写BPoS手册，在提供信贷类产品服务时，对我行内部人员需要知晓的知

识提供指导。 

BPoS手册应在描述BPoS说明书列出要素的基础上，应包含以下内容： 

—— 手册的版本； 

—— 涉及机构人员角色； 

—— 涉及内部应用系统； 

—— 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银行内部的规范性文件 

—— 需要客户填写和需要银行内部填写的文档格式与范本； 

—— 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的方法。 

这些内容宜与BPoS说明书列出要素的相关内容协调，并以银行视角向内部员工提供的内容一并使

用。 

注： 第6章、第7章要素仅仅描述了需要面向客户说明的内容 ，但是对于我行员工来说，仅仅了解这些是不够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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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了解银行产品服务以银行视角看的属性，并掌握各种相关的处理手段和流程。 

手册的版本 

8.2.1 描述内容 

手册的当前版本。 

8.2.2 描述目的 

内部人员辨别手册是否当前的版本，且可对以往的版本进行追溯。 

8.2.3 描述建议 

手册的版本应采用英文方式描述，用以代表手册发布的年份及在该年份的版次，英文描述为

yyyyVp.q，其中，p和q均为从1开始计数的正整数。 

对说明书的文字性修订、可读性修订、增加示例或文字勘误等不改变说明书实质性内容的情况，可

保持p不变而增加q的计数；对说明书的所有实质性变更，包括由普惠数字信贷产品变化而引起的变更和

说明书的描述存在不足、错误引起的变更，均应增加p计数，在p计数变更后，q的数字应从1重新开始计

数。 

涉及机构人员角色 

8.3.1 描述内容 

在BPoS的全生命周期中，针对所有可能的运作流程的每一步骤，需要涉及到的机构和人员的角色。 

8.3.2 描述目的 

内部人员了解可能涉及到人员和上下游工作的衔接。 

8.3.3 描述建议 

按照产品运行的流程，分贷款申请、贷前调查、贷中审批、签约放款、贷后管理等5个阶段及该阶

段下对应的环节描述其所涉及的岗位角色，及该岗位角色所对应的总分支关系。 

示例：好企税信贷产品共涉及角色 5个，分别对应的流程环节如下： 

贷前调查阶段   授信初审岗                    分支机构 

贷中审批阶段   授信初审岗、复审岗、终审岗    分支机构 

涉及内部应用系统 

8.4.1 描述内容 

在BPoS 的全生命周期中，银行内部支撑该BPoS 运作的应用系统。 

8.4.2 描述目的 

内部人员了解需要使用哪个应用系统和什么操作完成对BPoS的操作。 

8.4.3 描述建议 

描述在产品操作流程中，需要人员操作部分所使用到的系统和操作步骤。 

示例：好企税信贷产品的操作系统为数字信贷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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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8.5.1 描述内容 

在BPoS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和外部规范性文件。 

8.5.2 描述目的 

描述目的包括两个方面： 

a) 确保内部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守法； 

b) 针对客户的疑问，说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监管要求。 

8.5.3 描述建议 

描述产品操作过程中所依据的外部规范。外部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和监管要求。 

银行内部的规范性文件 

8.6.1 描述内容 

在BPoS的全生命周期中，银行内部所涉及到的规范性文件。 

8.6.2 描述目的 

确保内部人员合规操作。 

8.6.3 描述建议 

对BPoS涉及到的内部的规范性文件，说明涉及到的文件名称、章节条款段。尤其是说明必须做到的

要求和禁止做的事情。 

需要客户填写和需要银行内部填写的文档格式与范本 

8.7.1 描述内容 

在BPoS 的全生命周期中： 

a) 需要客户填写的文档格式与范本； 

b) 需要内部员工填写的文档格式与范本。 

8.7.2 描述目的 

确保内部人员指导客户和自己正确填写相关文档。 

8.7.3 描述建议 

描述产品流程中需要由客户和内部员工填写的文档格式和范本，文档格式和范本不限于纸质文档，

亦包括在系统中需要录入的内容。对于不便于描述的内容，可用表格或截图的形式体现。对于容易引起

歧义和误解的选项，应重点解释。 

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的方法 

8.8.1 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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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户处收集对BPoS真实体验和改进建议的方法。 

8.8.2 描述目的 

能够获得客户对BPoS的真实体验以评价和改进BPoS。 

8.8.3 描述建议 

描述客户反馈信息的渠道和通讯方式。 

9 实施要求 

应在我行官网、微信公众号、营业网点等渠道对普惠数字信贷类产品服务信息进行披露，披露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a) 该产品服务中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b) 该产品服务的实质性要素，且最低披露要求应满足“最小一致”。 

应定期对全行相关人员开展培训，确保产品经理、研发人员、网点员工、客服人员等均知悉该产品

及产品执行的标准。 

宜针对所有普惠数字信贷类产品编写产品说明书，由数字银行部归口对产品说明书的管理，且产品

说明书与本标准的一致性程度宜符合以下优先级，不应使用条款一致。 

a) 扩充一致。 

b) 等同一致或增减一致。 

c) 选择一致。 

宜针对所有普惠数字信贷类产品编写产品手册，由数字银行部归口对手册的管理，对手册内容进行

定期更新维护，确保能按照本标准要求对产品相关内容进行信息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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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说明书逻辑展现基本模型 

A.1 概述 

逻辑模型显示BPoS的实质性要素之间的关系，考虑到XML和JSON的流行程度，这两种格式都在本附

件中表示。在实际使用中，可采用XML和JSON的格式之一进行数字化方式的描述。 

A.2 要素属性 

每个要素均包括Existence属性，以描述该要素的必要性约定，允许的取值范围为： 

—— “R”,表示为银行产品说明书的应有要素； 

—— “O”,表示为银行产品说明书的宜有要素； 

—— “V”,表示为银行产品说明书的可有要素。 

A.3 XML格式的基本逻辑展示模型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说明书的XML格式逻辑展现基本模型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假设根元素是BPoS的描述，网站http://www.iso21586.org已经建立用来存储XML的Scheme -

-> 

<Description_of_BPoS xmlns="www.iso21586.org/keyelement/" 

xmlns:xsi="www.iso21586.org/xmlscheme" 

xsi:schemaLocation="www.iso21586.org/xmlscheme/2019 logicalmodelv01.xsd"> 

<ID_of_BPoS Existence="O"> 

产品编号 

</ID_of_BPoS> 

<Version_of_description Existence="R"> 

说明书版本 

</Version_of_description> 

<Commercial_name Existence="R"> 

中文商业全称 

</Commercial_name>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Existence="O"> 

中文商业简称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Commercial_name_for_English Existence="O"> 

英文商业全称 

</Commercial_name_for_English>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for_English Existence="O"> 

英文商业简称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for_English> 

<Professional_name Existence="R"> 

专业名称 

</Professiona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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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_Credit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Existence="R"> 

产品发行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ocial_Credit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Existence="O"> 

产品发行机构金融机构代码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Full_name_of_BPoSP Existence="R"> 

产品发行机构中文全称 

</Full_name_of_BPoSP> 

<LEI_of_issuing_bank  Existence="O"> 

产品发行机构LEI编码 

</LEI_of_issuing_bank > 

<Address_of_BPoSP Existence="O">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地址 

</Address_of_BPoSP> 

<Tel_No_of_BPoSP Existence="R">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话号码 

</Tel_No_of_BPoSP> 

<Website_of_BPoSP Existence="R"> 

产品发行机构网页地址 

</Website_of_BPoSP> 

<Email_of_BPoSP Existence="O">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 

</Email_of_BPoSP> 

<IM_account_of_BPoSP Existence="O"> 

产品发行机构网上即时联系号码 

</IM_account_of_BPoSP> 

<Suiting_customer Existence="R"> 

适合客户 

</Suiting_customer> 

 

<Credential_of_BPoS Existence="O"> 

银行产品凭据 

</Credential_of_BPoS>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更换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能源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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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处置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Currencies Existence="R"> 

支持币种 

</Currencies> 

<BPoS_time_limits Existence="R"> 

产品期限 

</BPoS_time_limits>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Existence="R"> 

销售渠道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Channel_of_service Existence="R"> 

服务渠道 

</Channel_of_service> 

<Period_of_service Existence="R"> 

银行产品服务时间 

</Period_of_service> 

<Region_of_selling Existence="R"> 

销售区域 

</Region_of_selling> 

<Region_of_service Existence="R"> 

服务区域 

</Region_of_service> 

<Purpose_of_BPoS Existence="R"> 

产品用途 

</Purpose_of_BPoS>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istence="O"> 

运作原理和流程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Existence="R"> 

预期收益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Cost_of_BPoS Existence="R"> 

服务费用 

</Cost_of_BPoS> 

<Risks_analysis Existence="R"> 

风险分析 

</Risks_analysis>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Existence="O"> 

注意事项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Relevant_BPoS Existen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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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Relevant_BPoS> 

<Terms_explaining Existence="O"> 

术语解释 

</Terms_explaining> 

<Loan_limit Existence="O"> 

贷款额度 

</ Loan_limit> 

<Loan_rate Existence="R"> 

贷款利率 

</Loan_rate> 

<Guaranty_style Existence="R"> 

担保方式 

</Guaranty_style> 

<Payment_mode Existence="R"> 

支付方式 

</Payment_mode> 

<Way_to_refund Existence="R"> 

还款方式 

</Way_to_refund> 

<Handling_information Existence="V"> 

办理资料 

</Handling_information> 

<Service_time Existence="V"> 

贷款服务耗时 

</Service_time> 

<Data_protection Existence="V"> 

客户个人信息保护 

</Data_protection> 

<!-- Voluntary key elements are described here if existing --> 

</Description_of_BPoS> 

A.4 JSON格式的基本逻辑展示模型 

普惠数字信贷产品JSON逻辑展示基本模型如下： 

{ 

    "ID_of_BPoS":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编号" 

    }, 

    "Version_of_description": { 

        "@Existence": "R", 

        "#text": "说明书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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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_name_in_chinese": { 

        "@Existence": "R", 

        "#text": "中文商业全称" 

    },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in_chinese": { 

        "@Existence": "O", 

        "#text": "中文商业简称" 

    }, 

    "Commercial_name_in_english": { 

        "@Existence": "O", 

        "#text": "英文商业全称" 

    },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in_english": { 

        "@Existence": "O", 

        "#text": "英文商业简称" 

    }, 

    "Professional_name": { 

        "@Existence": "R", 

        "#text": "专业名称" 

    }, 

    "Social_Credit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 

        "@Existence": "R", 

        "#text": "产品发行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issuing_banking":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发行机构金融机构代码" 

    }, 

    "Full_name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产品发行机构中文全称" 

    }, 

    "LEI_of_issuing_bank":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发行机构LEI编码" 

    }, 

    "Address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地址" 

    }, 

    "Tel_No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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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site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产品发行机构网页地址" 

    }, 

    "Email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 

    }, 

    "IM_account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产品发行机构网上即时联系号码" 

    }, 

    "Suiting_customer": { 

        "@Existence": "R", 

        "#text": "适合客户" 

    }, 

    "Credential_of_BPoS": { 

        "@Existence": "O", 

        "#text": "银行产品凭据" 

    },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更换" 

    },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能源" 

    },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处置" 

    }, 

    "Currencies": { 

        "@Existence": "R", 

        "#text": "支持币种" 

    }, 

    "BPoS_time_limits": { 

        "@Existenc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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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产品期限" 

    },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 

        "@Existence": "R", 

        "#text": "销售渠道" 

    }, 

    "Channel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服务渠道" 

    }, 

    "Period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银行产品服务时间" 

    }, 

    "Region_of_selling": { 

        "@Existence": "R", 

        "#text": "销售区域" 

    }, 

    "Region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服务区域" 

    }, 

    "Purpose_of_BPoS": { 

        "@Existence": "R", 

        "#text": "产品用途" 

    },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 

        "@Existence": "O", 

        "#text": "运作原理和流程" 

    },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 

        "@Existence": "R", 

        "#text": "预期收益" 

    }, 

    "Cost_of_BPoS": { 

        "@Existence": "R", 

        "#text": "服务费用" 

    }, 

    "Risks_analysis": { 

        "@Existence": "R", 

        "#text": "风险分析" 

    },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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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ence": "O", 

        "#text": "注意事项" 

    }, 

    "Relevant_BPoS": { 

        "@Existence": "O", 

        "#text": "相关产品" 

    }, 

    "Terms_explaining": { 

        "@Existence": "O", 

        "#text": "术语解释" 

    }, 

"Loan_limit": { 

        "@Existence": "R", 

        "#text": "贷款额度" 

    }, 

"Loan_rate": { 

        "@Existence": "R", 

        "#text": "贷款利率" 

    }, 

"Guaranty_style": { 

        "@Existence": "R", 

        "#text": "担保方式" 

    }, 

"Payment_mode": { 

        "@Existence": "R", 

        "#text": "支付方式" 

    }, 

"Way_to_refund": { 

        "@Existence": "R", 

        "#text": "还款方式" 

    }, 

"Handling_information": { 

        "@Existence": "V", 

        "#text": "办理资料" 

    }, 

"Service_time": { 

        "@Existence": "V", 

        "#text": "贷款服务耗时" 

    }, 

"Data_protection": { 

        "@Existence": "V", 

        "#text": "客户个人信息保护"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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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产品说明书示例 

B.1 概述 

本示例使用了一致性级别“扩充一致”，除了本标准规定的应有信息、宜有信息外，增加了可有信

息。为了便于理解，本说明书分为四个部分，一个实际的说明书可以将四个独立的部分合并成一个。用

于展示示例的表格形式是非强制性的。 

B.2 描述内容 

B.2.1 如何识别BPoS？ 

产品编号 ABC-CD-0000-0001 

说明书版本 V1.0-20190218 

中文商业全称 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商业简称  

英文商业全称  

英文商业简称  

专业名称 

一种个人信用工具，其： 

—— 只能由持卡人使用； 

—— 允许以人民币和外币进行交易； 

—— 可透支； 

—— 允许提取现金； 

—— 接受无息存款； 

—— 提供免息期； 

—— 可授权第三方支付。 

B.2.2 如何识别BPoS的发行机构？ 

产品发行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产品发行机构中文全称  

产品发行机构LEI编码 5493 00E7 TSGL COVS Y746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地址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话号码 95599 

产品发行机构网页地址 http://www.95599.cn/ 

产品发行机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 e-statement@creditcard.abchina.com 

产品发行机构网上即时联系号码  

B.2.3 如何识别BPoS的发行机构？ 

http://www.95599.cn/
mailto:e-statement@creditcard.a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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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产品凭据 

有几种凭据可以用来识别和认证持卡人。这些项目包括以

下四类: 

第一组：结合持卡人姓名、卡号、有效截止日期和

CVV2/CVC2/CVN2。此凭据通常不使用任何凭据载体，例如

通过呼叫中心使用。 

第二组：附在卡片载体上的信息，包括磁条信息、芯片信

息和压花信息。 

第三组：与独立设施绑定的信息，包括与物理密钥关联的

数字证书、数字令牌生成器生成的数字或字符串以及注册

的移动电话接收的授权代码(或消息)。 

第四组:授权第三方的支付指令。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信用卡不能弯曲，也不能放在强磁场附近，也不能放在火

附近或火中。 

物理密钥和数字令牌生成器是电子设备，应该远离极端温

度和水。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更换 

信用卡将会在指定的到期日期前发出，以供使用。该卡将

以邮寄或分行发放的方式发放。一旦新卡被激活，之前的

卡将停止有效，并停止作为一个有效的信用卡使用。 

物理密钥和数字令牌生成器都没有过期日期。 

如果信用卡、物理密钥或数字令牌生成器损坏，可在分支

机构内更换。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能源 

信用卡不需要增加或连接电源。当使用非接触式方法时，

电源是无线供电的。 

数字令牌生成器由内部电池供电。此电池不可更换。 

银行产品凭据载体的处置 

过期的信用卡应销毁，使磁条和芯片无法存取，例如，将

两者都切开。然后卡片可以被放入标准的塑料垃圾处理。 

物理钥匙可按普通家用电器处理。 

数字令牌生成器应以包含电池的方式处理。 

B.2.4 BPoS的基本金融特征是什么？ 

销售地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服务地域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2亿商户接受VISA、

万事达和银联信用卡。这张卡还可以用于在全球近300万台

ATM机中提取现金。 

产品用途 
这种卡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无现金支付手段。

持卡人缴费时可在授权的透支额度内透支。 

运作原理和流程 

申请信用卡时，银行会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持卡人的条

件。在申请成功并获批准后，将会发出信用卡。根据与

客户的协议，卡将通过邮寄或在分支机构收取的方式交

付。持卡人应按卡上的指示激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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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正常使用时，当卡余额发生变化时，银行会根据持卡人

的喜好，通过短信或微信发送信息。结算单每月会寄给持

卡人。持卡人应至少按规定的最低限额偿还未还款项。 

持卡人如遇卡遗失、PIN码泄露或其他PIN码损坏，或不再

使用该卡时，应及时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渠道与银行

联系，或到分行访问。 

期望收益 

持卡人可在授权限额内透支。透支包括28天至56天的无

息期，视乎信用卡的情况而定。 

持卡人可通过自动取款机或银行网点进行现金透支。持卡

人在卡丢失或无法在外国使用时，可获得额外服务，如海

外紧急服务。为满足持卡人的需要，将提供紧急换卡和提

现服务。 

服务费用 

信用卡的年费由持卡人支付。如果累计交易数量达到规

定的数量，这项费用可以减少或免除。 

当持卡人未能偿还未偿金额时，将收取利息。 

持卡人在透支现金时，将按相应金额支付利息。在这种

情况下，持卡人也会被收取服务费。 

如卡遗失、损坏影响卡的标准可用性和功能及/或密码安

全漏洞，须缴付补卡费、密码费或两者兼有。 

征收这些额外费用的一个示例场景是，持卡人丢失了相

应的在线银行物理密钥——数字证书所需的密钥。在这

种情况下，持卡人可能需要为更换物理密钥(作为数字证

书的载体)而付费。 

风险分析 

持卡人的主要经济风险来自于，例如，卡凭证泄漏、卡

丢失、包含证书的物理密钥丢失、数字令牌生成器丢

失、未能支付至少所需的最低金额的未偿金额。 

一个特别的问题是通过复制磁条和随后未经授权在国外

使用来伪造信用卡。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强烈建

议持卡人明确指出需要和优先使用信用卡的国家和地

区。 

持卡人在使用普通卡时也应注意，例如确保交易金额和

收款人的输入正确。 

如未能缴付超过最低限额的款项，将会影响持卡人的信

用评级。 

该信用卡仅供持卡人使用，即不得被其他个人使用。类

似地，不应该共享卡片凭证。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违反

了使用信用卡的条件。 

注意事项 本卡只能由指定持卡人持有和使用。 

持卡人在收到卡片后应立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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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如有任何疑问或疑问，请透过电话中心或微信与

银行联络。 

相关产品 
如果持卡人同时持有借记卡，可以设置自动信用卡还款

计划。 

术语解释 

透支(Overdraft):当从银行账户中取钱时，可用余额低

于零，就发生了透支。经核准的透支允许这种情况经常

发生，而不是每次都需要核准。 

涉及到第三方 

支付宝、TenPay ApplePay 

每一个第三方应得到持卡人的明确授权，持卡人应了解

自己作为持卡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第三方的权利和义

务。 

重要提示:一旦卡被授权给第三方，卡的使用将受到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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