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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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BFS X-2021 《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分为以下几部分： 

——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 第 2部分：网点服务； 

—— 第 3部分：银行产品服务； 

—— 第 4部分：上门服务； 

—— 第 5部分：智能服务。 

本文件是T/NBFS X-202X 《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的第1部分。 

本文件由宁波市金融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宁波

银行、慈溪农村商业银行。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文元、郁伟炜、郑晟、周红儿、赵科君、张晨艳、郑丹婷、戴嘉程、范跃蕾、

俞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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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老年人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和多样化，同时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

45号）、《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关于切实优化老年人金融服务的意见》（甬银发〔2021〕9号）

等文件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组织编制《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以指导辖内金融机构

全面优化为老年人提供的金融服务。 

《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旨在GB/T 32320-2015 《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基础上，聚焦老

年人金融服务场景和需求，统一和规范宁波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老年客户的基本要求，包括通用要

求、网点服务、银行产品服务、上门服务、智能服务等五部分，在宁波地区全面推广适老化金融服务，

切实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让老年人在金融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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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及所辖营业网点（以下简称“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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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0-2015 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年客户  elderly customer 

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或行为、反应能力较弱，且已与银行建立业务联系的客户或可能建立业务联

系的客群，银行也可自主根据本单位老年人客群规模、网点承载能力等要素合理界定。 

 3.2 

适老  elderly-oriented 

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及行动特点做出相应的设计，满足老年客户金融需求的服务和产品特

征。 

4 总则 

传统服务与智能服务并行 4.1 

围绕老年客户行为特点，应保留传统柜面服务方式，并提供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 

需求导向与特色服务结合 4.2 

充分关注老年客户的重点需求和突出问题，应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专属服务。 

线上渠道与线下渠道融合 4.3 

依据老年客户交易习惯及接受程度，线上服务应突出可操作性、安全性，线下服务应简化流程、优

化体验，与线上服务互为补充，提供更全面、周到、暖心的服务。 

主体责任与社会各方协同 4.4 

银行既应履行老年人金融服务主体责任，又应以老年人为中心，与政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社会

各方加强协作，共同改善各领域金融服务，合力增进老年人福祉。 

5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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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5.1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老年客户资金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安全等。 

优先 5.2 

应从网点布局、设施保障、人员配备等方面体现老年客户优先办理权。 

便捷 5.3 

应通过业务流程优化、智能服务适老化改造等为老年客户提供高效服务。 

规范 5.4 

宜建立老年客户服务标准化手册，规范服务流程、标准话术等内容。 

6 组织保障 

组织机制 6.1 

应成立老年客户服务工作组织机构，建立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保障。 

明确职责 6.2 

应落实老年客户服务工作主体责任，明确部门和人员职责，并开展督促落实。 

应急预案 6.3 

应制定老年客户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意外、资金诈骗等演练场景，并定期组织开

展应急演练。 

志愿者队伍 6.4 

宜成立老年客户金融服务志愿者队伍，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及流程，可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提供上门

服务等。 

7 消费者权益保护 

异议处理 7.1 

应制定老年客户异议处理标准化流程，在网点醒目位置大字公示咨询、投诉受理渠道和方式，针对

老年消费者设置专门解答术语，优先处理老年客户提出的异议，并及时总结改进。 

权益保障 7.2 

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客户完整披露金融产品风险，宜建立老年客户服务专用评价体系，根据

建议针对性改进服务质量。 

调解平台 7.3 

应充分利用宁波市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平台，有效化解老年客户疑难金融消费纠纷。 

员工培训 7.4 

应定期开展老年客户服务专项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流程； 

b) 标准话术； 

c) 应急处理。 

8 宣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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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主题 8.1 

8.1.1 金融防诈骗类 

应结合老年客户被高频诈骗的真实案例，采用通俗易懂、老年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的种类、形式以及防范要点，提高老年客户识别风险和自我保护能力。 

8.1.2 金融产品知识类 

应通过适宜的方式向老年客户普及存款产品、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的利率，风险等相关知识，加强

高收益高风险宣导，增进老年客户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宜的产品。 

8.1.3 金融科技普及类 

应组织自助终端、手机银行、其他支付工具等使用教学，提升老年客户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使用能力。 

8.1.4 非金融类 

可结合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非金融类宣教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宜开展与出行、就医、娱乐等生活场景相关的智能手机及 APP应用操作培训； 

b) 宜提供磨刀、修伞、免费配老花镜等便民服务； 

c) 宜组织中医把脉、中医讲座等健康养生活动； 

d) 宜开展甜品、手工包等手工制作活动。 

宣教渠道和形式 8.2 

8.2.1 线上渠道 

应利用线上渠道，采用通俗易懂的图文、视频等开展宣教，发布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a) 银行官网、手机银行等官方互联网平台， 

b)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c) 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 

8.2.2 线下渠道 

充分考虑老年人生活特点，应深入开展面对面宣教，活动渠道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发挥网点宣传阵地作用，配备较大字体、页面简单的宣教材料，且宜在网点设立宣教专区，

采用讲座、微沙龙等形式开展宣教活动； 

b) 宜与公安部门、社区/行政村、养老院、老年大学等单位合作，多形式、多渠道开展老年人宣

教服务； 

c) 宜打造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基地，配备金融知识宣传员，定期开展老年人宣教服务。 

宣教频率 8.3 

8.3.1 常态化宣教 

宜系统性制定年度宣教计划，按计划常态化开展老年客户宣教活动。 

8.3.2 集中式宣传 

a) 应结合国家/省/市、金融监管部门、相关部委等组织的主题宣传活动要求，面向老年客户开

展集中式宣教活动，主题宣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3.15消费者权益日、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金融知识进万家等； 

b) 宜结合各节气、节日等开展特色宣教活动，提升宣教实用性与趣味性。 

9 社会责任 

应结合业务范围和老年人需求，履行社会责任，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多关爱，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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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采取多种方式组织老年人开展金融基础知识宣传培训活动； 

b) 宜组织老年客户开展智能手机操作等体验和培训，打造适老宣教服务品牌，提升老年客户智

能服务的使用能力； 

c) 宜结合地域特色、节假日等，组织老年客户开展适宜的活动； 

d) 宜与提供老年服务的机构开展业务合作，推出惠及老年客户的金融服务； 

e) 宜与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单位开展合作，开展老年专项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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