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联手山东省公安厅交管局

召召开开深深化化警警保保合合作作现现场场推推进进会会
7月30日至31日，山东省

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人保财险
山东省分公司在东营、济南召
开了为期两天的全省公安交通
管理重点工作暨深化警保合作
现场推进会。山东省银保监局
副局长赵东生，保险监督处副
处长王广军；省公安厅交通管
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田玉国，
副局长邢玉建、万波，及各市
交警支队；人保财险山东省分
公司主要负责人胡伟、副总经
理董国升、首席核赔师、农村
保险事业部负责人及16家市分
公司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在现场推进会上，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田玉国同志对公司主动参与社
会管理的责任担当表示肯定，
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双方互

动，共同解决服务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全省公安交警和人保
财险要齐心协力、携手共进，
深入推动警保联动工作迈上新
台阶，共同为建设平安山东而
努力。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主
要负责人胡伟同志对省公安厅
长期以来给予的肯定和认可表
示衷心感谢。胡伟同志提出，
开展“警保联动”服务工作任
重道远，需要公司全系统与公
安交管部门的协作配合，人保
财险各级干部员工需要做好四
项工作：

一要高度重视警保合作，
充分发挥政企资源优势，实现
共治共赢。加大双方资源共享
力度，在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车驾管业

务便民服务、保险反欺诈和数
据对比分析等方面共享共通，
提升协同治理和服务群众水
平。二要加大推广“警保联
动”，搭建事故处理与保险
理赔全流程操作平台。各市
分 公 司 要 积 极 协 调 交 管 部
门，实现理赔人员派驻“122”
指挥中心，推行试点远程定
损、远程定责、远程人伤调
解、在线理赔、快速赔付的
全流程无缝处理模式。三要
充 分 参 与 农 村 交 通 安 全 工
作，打造农村共建共治共享
新格局。在与公安交管部门
前期合作基础上，加强公司
协保员队伍、销售员队伍与
农村“两员”融合，切实参
与到农村交通安全治理中来。
四要积极上线车驾管服务，协

助健全交通管理社会服务网
络。实现群众就近办、多点
办、一次办，打通交通安全
与保险服务客户的“最后一
公里”。

期间，与会代表前往东营
观看了东营交警支队工作纪实
片，并对东营警保联动指挥调
度中心、直属二大队四中队数
字警务室、无人车管所以及史
口镇安子张村交通安全劝导站
进行现场观摩。东营市副市
长、公安局长戚思宇同志充分
肯定了公司开展“警保联动”
服务的便民利民举措，并指
出，要全面总结先进典型经
验，加大宣传力度，使其更好
的惠及群众，服务民生。

期间，与会代表前往济南
观摩市车辆管理所、槐荫大队

交通肇事处理中队、历城区港
九劝导站、历下大队五中队以
及济南铁骑勤务模式。

本次警保合作现场推进
会是双方合作的新起点，通
过座谈、观摩和深入交流，
为今后警保合作指明了新方
向。自开展警保联动服务工作
以来，省分公司综合施策，积
极推进。通过与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联合发文、签署警保联
动战略合作协议、召开警保联
动现场会等形式全力开展警
保联动服务工作，充分发挥
公司在交通事故快速处理、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等方面的
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公司的
红色基因优势，有效提升政
府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

(赵婉莹)

转变信贷经营理念，倡导
先进信贷文化

理念是一切行动的先导，
转型发展理念先行，理念定则
方向正，方向正则发展实。

转型过程中，他们牢固树
立“信贷质量立行”理念，始终
将信用风险防控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治标与治本同步推
进，控险与发展协同发力。以
党建为统领，以考核为引导，
以宣传为手段，积极培育了

“依法合规、稳健审慎、忠诚担
当”的信贷文化，激励鼓舞、教
育提醒信贷从业人员筑牢依
法合规防线，坚守风险防控底
线，规范信贷行为，严肃信贷
纪律。转型以来，该行经营理
念实现了“三个转变”，业绩上
由重视短期目标向重视长期
目标转变、投放上由追求规模
速度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管
理上由相对粗放向精细化规
范化转变。

回归信贷业务本源，做真
做实业务核查

转型中，他们注重“全面
信用风险管理”，从强化信贷
真实性核查、规范操作行为着
手，加强“全区域、全客户、全
流程、全品种”信用管理。

他们绘制了《信贷业务全
流程管理图谱》，出台了《政策
及信贷准入参考模板》，采
取人工和系统相结合的方
式，将真实性核查内容以表
格化模板嵌入信贷业务运作
全流程，在有效降低从业人
员工作强度的同时，确保规
定动作、规定内容做实。强
化信贷业务的全流程真实性
核查，特别是针对企业财务
报表的识别，他们在贷前、
贷中、贷后的各环节不随意
轻信企业、不就报表论报表，

而是通过实地走访面谈，进大
门、进系统、进车间查验核实
企业账务；通过人行、工商、
税务、海关等行政主管机关
以及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获取公开资
料，佐证客户财务信息。真
实性核查要求的不断固化，
使得“防假识假治假”的能
力进一步提高，为信贷决策
和风险管控的有效性奠定了
坚实基础。

紧盯服务实体经济，深化
信贷结构调整

优化调整结构是信贷转
型的核心，他们紧跟宏观经
济走势，积极适应、主动求
变，紧盯新模式、新要素、
新产业，调整战略重心，保
持业务增长动力。

转型过程中该行制定了
信贷结构调整方案，明确调
整目标、计划和措施。坚持
紧抓重点领域优质客户重大
项目和加快个贷业务发展战
略不动摇，把更多的资源和
精力投入到战略性强、政策
窗口期短的业务、客户、产
品上，投向信贷管理水平较
高、资产质量较好、发展潜
力较大的区域，牢牢把握市
场主动权。坚持服务山东省
重大战略，围绕各级政府确
定的重大项目，特别新旧动
能转换重点载体项目，积极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和
城市轨道交通、教育、卫生
等重点领域，有效提升固定
资产信贷投放质效。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在
严控信用风险的前提下保持
实体贷款投放合理提升，另一
方面坚决压降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用信。转型以来，该行各
项贷款增长1041亿元，增幅
19 . 2%，其中法人实体贷款增

加277亿元，个人贷款增加969
亿元。围绕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和乡村振兴两条主线，交通运
输、水利、电力、公共设施管理
等“稳增长”领域贷款增加642
亿元。创新推出“金穗齐鲁
乡村振兴”系列产品，累计投
放贷款288亿元，“三农”和县
域贷款增加365亿元、精准扶
贫贷款增加36亿元、普惠贷
款增加79亿元，各项指标达
到监管要求。

建立健全机制体制，巩固
提升管理基础

信贷转型是一项长期性、
系统性、基础性工作，机制体
制的完善是工作推进的必然
要求。

他们找准工作着力点和
突破口，把顶层设计与末端治
理相结合，创新出台各项改革
措施与配套机制，并落地实
施、强化执行。在全行范围
内，推广实施了前置风险评
价、联合作业、事前会商等
新机制，提高信贷前后台联
动水平；全国农行系统内首
家推出了固定资产贷款预审
制度，实施重点信贷业务
“一次补充+限时办结”，持
续优化信贷业务流程；深入
推 进 “ 便 捷 获 得 信 贷 行
动”，对重点项目、重点业
务实施差异化服务，提高运
作质效；全国农行系统内首
家上线了智慧信贷项目，加
大了信贷系统的科技支撑力
度；组织全省系统内业务技
术比赛，推行“靶向式”培
训模式，开展“订单式”现
场授课，有效提升了信贷人
员专业水平与履职能力。信
贷机制体制的完善与创新，
为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注入了强大动力，有效推动
了该行信贷业务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 (赵婉莹)

实实干干担担当当谋谋发发展展 深深化化转转型型见见实实效效
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深化信贷转型工作纪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自4月28日起，山东省全
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行政许
可，成为继试点地区(江苏、
浙江)后，全国首批取消企业
银行账户许可的5个省市(山
东、广东、福建、北京、深
圳)之一。来自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的统计显示，自4月28日
至6月30日，山东省企业新开
立基本户12 . 4万个。2019年2
季度全省企业新开立基本户
数量比上季度增长17 . 0%，同
比增长41 . 8%。据测算，5月
和6月山东省新注册企业开户
率约为77 . 6%，全省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

“之前咨询过办理对公
开户，自开户至使用需要好
几天，来银行一至两趟。取
消企业开户许可后方便多
了，我们公司仅仅用了不到
半天的时间，就把对公户办
好了，并且当天可以收付
款，不需要再等着人民银行
批准，特别方便，为企业业务
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
障。”山东石化有限公司负责
人韦勇说。

据山东银行机构工作人
员反映，省内企业开户时间
平均用时2017年在4天以上，
2018年为2天左右，取消企业
银行账户许可后，现在基本
在1个工作日内就可完成。同
时，企业银行账户开立后，
即可办理收付款业务，付款
起始时间提前3个工作日，资
金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账户
体验，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联
合有关部门组织省内1万余家
银行网点实现新注册企业预
约银行开户和注销企业预约
银行销户，极大地便利了相关
企业一站式办理银行账户业
务。推动出台《山东省企业银
行结算账户服务自律公约》，
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全省银行
账户服务和管理水平。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减少了银行开户业务环
节，节约时间、人力和物力

成本，也给予了银行企业开
户的一部分主导权。但与此
同时，这也对银行的风险防
控管理、风险把控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民生银行济
南玉函路支行副行长张青
说。以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为
例，该行在取消开户许可
后，在做好存量客户管控的
同时加强新增客户管理。一
是全面梳理银行账户许可证
业务处理流程，完善银行账
户许可操作规范，消除冗余
环节，提高效率；二是加强
账户全流程管理，建立健全
开户资料交接登记制度，加
强异常账户关注，做好痕迹
化管理；三是严格落实账户
启用核实，尤其对需上门核
实或面签法定代表人的企
业，及时开展上门核实或面
签，确保资料审核与上门核
实或面签等环节紧密衔接，
落实开户真实意愿；四是加
强账户年检管理，确保存款
人账户信息资料真实、完整
和合规。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山东省取消企
业银行账户许可后，济南分
行严格贯彻落实“两个不
减、两个加强”企业银行账
户管理总体要求，即企业开
户便利度不减、风险防控力
不减，优化企业银行账户服
务要加强、账户管理要加
强，一方面压实银行企业账
户合法合规使用全生命周期
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压实人
民银行分支行事中事后监管
责任，企业银行账户安全管
理进一步强化。据统计，4月
28日至6月30日，山东省内银
行累计对221家可疑企业拒绝
开户，对8946个可疑账户采
取交易控制措施，有效预防
了风险。与此同时，该行还
与省公安厅建立银行账户开
户监测和线索推送机制，从源
头阻断冒名开户、买卖账户等
违法犯罪活动。辖内各人民
银行分支行也积极采取事后
核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
测等方式，有效履行了属地
企业银行账户管理责任。

““一一次次办办好好””
提提升升企企业业账账户户体体验验
我省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行政许可，不断压缩

开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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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是全部资产的中流砥柱、经营利润的重要源泉，稳定健康发展
的信贷业务更是立行、兴行的基础，既关系当前经营，更决定长远发展。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下，农行山东省分行强化责任担当，着重信贷
结构调整，2017年开始，就确定了“治贷理念、结构调整、风险防控、双基管理、体制机
制、队伍建设”六位一体的信贷转型要求，紧抓“信贷质量立行”理念不放松，两年来，该
行在加强业务全流程、全品种管理，深化转型方面实现了稳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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