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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风控聚焦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
（摘登）

第四章  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监管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制定的从

业人员行为守则及其细则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并
每年至少报送一次本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评估报告，报告
应至少包括本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治理架构、制度
建设、从业人员不当行为等内容。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通过非现场监管和
现场检查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进行评
估和监督管理，并在监管评级中考虑上述评估结果。对
于不能满足本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从业人员行为
管理相关要求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可以要求其制
定整改方案，责令限期
改正，并视情况采取相
应的监管措施。

建体系  强联动  抓关键
——中邮保险江苏分公司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纪实

合规内控评分列江苏全省寿
险行业首位、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反
洗钱 A 类机构、全省寿险公司经
营等级 A 类机构……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邮保险江苏分公司着眼金
融风险防控，深耕“风险为本”的
工作理念，持续强化邮银保三方联
动工作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建体系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我马上就把客户信息真实性
数据发过去。”胡煜说完急忙放下
电话。每月月初，胡煜总是格外忙
碌，他要集中处理各项风险排查数
据，运营管理业务条线多、数据杂，
但每个数据都马虎不得，一个小的
失误可能掩盖一个可能出现的风
险，因此，他重视每一个数据，工作
中格外细心谨慎。

“风险联络员的职责就是及时
排查发现风险，防范处置风险。”
胡煜说。胡煜是运营管理部的风
险联络员，负责协调推进本部门风
险防控具体工作，像胡煜这样的风
险联络员，在江苏分公司的每个部
门都有配置。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维护金融
安全不能忽视一个风险，不能放过
一个隐患。为稳步做好金融风险
防控工作，江苏分公司坚持“先打
基础后立柱”的思想，逐步完善风
险防控基础管理工作，从完善组织
机构、夯实制度保障、导入信息管
理等多方面，构建了全面风险防控
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与信息化管理
体系，为做好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方面，江苏分公司建立了较
为完备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以风

险管理办法、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合规措施等为基础，全面覆盖操作
风险、保险风险、声誉风险等专项
风险管理内容，织密制度网络。

另一方面，江苏分公司建立了
由各业务部门、风控合规部、审计主
管部门组成的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符合行
业规律与自身特色的风险防范与合
规管控体系。2018 年，江苏分公司先
后调整了风险管理、反洗钱工作领导
小组，由该分公司总经理周丽担任组
长，并定期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重点研究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发现的
重大风险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
研判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了风险合
规组织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江苏分公司着眼提
高风险防控工作效率与工作水平，
加强了风险合规信息化管理体系
建设。

“我们在江苏邮政代理金融网
点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开发了中
邮保险合规检查模块，实现了全省
中邮保险合规检查全流程信息化
管控。”江苏分公司风控合规部负
责人陆永明表示，该系统在日常工
作中，能对全省市县中邮保险合规
检查与问题整改等工作进行百分
之百的监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全省中邮保险合规检查的规范化
水平。

“这项‘黑科技’持续监测 4
类保险风险指标与 4 类操作风险
指标，让各地区风险预警情况无所
遁形。”陆永明说。陆永明口中的

“黑科技”是江苏分公司自主研发
的江苏省中邮保险风险预警可视
系统，该系统覆盖了省、市、县、网
点四级机构的风险预警信息，以可
视地图的形式直观呈现各市县风
险预警状况，推动风险管控工作精

细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强联动  激发风险管控合力

“‘以赛促学’是我们联合做
好 风 险 合 规 管 控 工 作 的 重 要 方
式。”陆永明介绍说。

2017 年，江苏分公司组织开
展了第二届“中邮保险杯”代理保
险合规知识竞赛活动，全省 13 个
地市邮政分公司、共计 4156 人参
与了本次竞赛，基本覆盖了各市、
县（市）邮政分公司中邮保险局专
兼岗人员、全省邮政代理金融网点
支局长和理财经理。“这对推动全
省邮政代理保险从业人员树立良
好的合规发展意识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陆永明说。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金融风险
防控工作，江苏分公司积极协调江
苏省邮政分公司、邮储银行江苏省
分行，通过深化“同制度、同考核、
同监督、同落实”四同机制，共建
专业队伍、联合管控风险，培育合
规文化在各级邮政企业落地生根。

为打造优秀的风险合规队伍，
江苏分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联合
邮银渠道持续强化风控合规人员
队伍建设，积极协调邮政公司在市
县层面全面落实“代管”职能，在
各市县中邮保险局配备合规检查
与风险管控兼岗人员。

在此基础上，江苏分公司不断
完善风险合规队伍荣誉激励机制，
常态化开展市县中邮保险合规先
进单位和风险合规人员评优活动，
定期组织市县中邮保险合规检查
人员集中培训及研讨。目前，江苏
分公司已建立了稳定的省、市、县
三级合规检查人员队伍，形成了中
邮保险风控合规工作的有力支撑。

“为进一步加大对全省邮银渠
道的风险合规管控力度，我们协调

江苏省邮政分公司出台了《江苏邮
政代理中邮保险业务管理检查考核
实施细则》，明确了全省中邮保险合
规检查、考核的具体工作标准，指导
市县中邮保险合规检查人员开展风
险合规管控工作。”江苏分公司风
控合规部员工梁斌介绍说。

2018 年以来，江苏分公司协
同江苏省邮政分公司、邮储银行江
苏省分行相关部门，开展各类联合
检查 4 次，共计检查 8 个市县中邮
保险局（分支行）、17 个邮银金融网
点。对联合检查发现的问题，通过
纳入全省邮政代理金融合规检查
月度情况通报的方式下发至各市、
县邮政分公司，并要求限期整改，
不断增强中邮保险风险合规管理
工作震慑力。

抓关键  丰富化解风险举措

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始
于细节，关乎长远。为全面细化风
险防控工作，江苏分公司始终坚持
风险管控关口前移，总结梳理分析
关键风险，牢牢抓住日常风险管控
工作的“牛鼻子”。

2018 年 5 月，在 受 邀 参 加 江
苏保监局举办的全省保险公司合
规内控评价工作座谈会时，梁斌分
享了分公司合规内控“12345 工作
法”，获得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所谓“12345 工作法”即遵循
问题导向、精准检查、举一反三这
一总体原则，紧盯前台营销和后台
管理两大风险环节，以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和各类客户投诉中发
现的三类问题线索为抓手，采用

“望、闻、问、切”四种检查方法，综
合运用教育提醒、问题整改、风险
提示、实地督导和差错考核等五种
整改闭环形态，有效提升风险合规
管理的工作效能。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此，周
丽在分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反复
强调。为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江
苏分公司始终坚持活动导入、内化
于心、外化于形。

近年来，江苏分公司通过持续
开展合规培训宣导、法治宣传教育，
打造“合规大讲堂”系列品牌活动，
构建了“合规微课堂”网络信息平
台。同时，编印《合规管理手册》《反
洗钱知识手册》等“口袋书”，先后
制作了宣传微动画《邮小宝说合规
之反洗钱篇》和《邮小宝说合规之
反非法集资篇》，每日编制“合规小
贴士”在全省中邮保险工作 QQ 群、
微信群进行宣导，提示邮银代理金
融网点销售人员落实合规销售要
求，积极营造了良好合规氛围。

此外，为有针对性地做好风险
防控工作，江苏分公司以防范群体
性事件、杜绝系统性风险、避免严重
违法案件为导向，积极贯彻落实中
国银保监会深化整治市场乱象工作
推进会议精神，先后组织开展了“治
乱打非”专项行动、江苏保监“重塑
监管 保险监管大巡查大整治防风
险”专项自查及保险业乱象整治等
系列工作，重点排查销售乱象、理赔
乱象、违规套费乱象、数据造假乱象
等风险问题。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
积极发现问题，以问题整改倒逼源
头治理，切实防范各类违规风险隐
患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分公司扎实的风险合规管理
工作不仅得到了监管部门认可，更
为全省中邮保险业务持续健康发
展夯实了基础。去年以来，分公司
实现了零风险事件、零负面舆情、
零资金案件、零监管处罚，为江苏
中邮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周丽说。

 □陆长青  徐岗  蔡庆超

尽善尽美  “邮”爱同行
——广西区分行营业部文明规范服务纪实

□广西记者  叶见锦  通讯员  林江雪

“张爷爷，新年新气象，我们约
了理发师在网点二楼为大家免费
理发，欢迎您来体验。”新年伊始，
邮储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
业部的支行长正忙着给网点“金
晖俱乐部”的客户们发微信，类似
这样的活动，网点每个月都会举
办，为了让活动更贴近客户们的需
求，支行长和客户经理们花了不少
心思，是猜灯谜还是做寿司，还得
搭配时令、节日来安排。也正是这

样细致入微的服务，为营业部赢得
了客户的口碑。

据了解，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成立于 2008 年 6 月，现有员工 31
人，平均年龄不到 31 岁，是一个年
轻、充满活力的团队。成立以来，
该营业部始终秉承“尽善尽美，邮
爱同行”的服务信念，以客户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开拓进取，锐意
革新，规模、效益实现协调发展，
经营业绩连续三年稳居系统内榜
首。在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该营
业部在服务客户上孜孜以求，争优

创佳，努力实现金融服务无间隙，
以“温馨、细心、周到、快捷”的服
务赢得客户和社会各界的赞誉，相
继荣获 2011 年度广西银行业“百
佳示范单位”、2012 年度中国银行
业协会“千佳示范单位”、2014 年
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规范化服
务五星级示范单位”等称号，并在
2015 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星级网点评定工作中获评“五
星级营业网点”荣誉称号。

对于营业部获得的一系列荣誉，
网点负责人表示，这得益于网点员工
始终在践行的“四美”服务理念。

“美 好”，即 以 专 业 的 金 融 服
务，让客户体验“美好”的服务过
程。该营业部通过拓宽服务渠道、
分层服务、加强员工培训等方式，
不断强化员工服务意识，改善服务
环境，努力提升服务客户水平，以
客户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激励
全体员工追求优质服务。如在网
点布放全功能一体机、存取款机、
ITM、现金出纳机等智能设备，提
高客户业务办理效率；大堂经理、
柜员、客户经理严格对标岗位服务

标准，让客户从踏入网点起便感受
到舒心、专业、高效的服务。

“美德”，即践行的美德行动，
履行国有银行社会责任。2017 年
3 月 20 日，邮储银行整合内外部
资源设立了开放性公益平台——

“邮爱公益平台”，并将每年 3 月
20 日 定 为“邮 储 银 行 公 益 日”。
该营业部积极响应公益号召，通
过公益健步走“爱心捐步”的形
式，宣传“邮爱公益平台”和“邮
爱成长计划”，在“爱心捐步”中
进行捐赠，传递爱心，为“邮爱公
益基金”“邮爱成长计划”募集资
金，为贫困学子募集学费；并积极
参与献血、扶贫捐款等活动，以实
际行动践行美德。同时，该营业
部将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列为全
年的服务工作重点，走校园、进社
区，以丰富的活动形式宣传反假
币、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金融知
识，引导群众认识金融、理性开展
金融消费活动。

“美丽”，即以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美丽”客户的金融消费生
活。该营业部针对网点的主流客

户——中老年客群，推出了“金晖
俱乐部”，利用传统佳节结合银行
特色产品，开展“春节邮礼”“关爱
女性 邮储邮你”“重阳邮礼”“元
宵猜灯谜”等丰富多彩的客户主
题活动，并为客户提供量血压、理
发等贴心服务。每逢佳节，元宵汤
圆、腊八粥等节日食品，温暖着每
位网点客户的心。

“美 满”，即 以 贴 心 的 客 户 服
务，让客户感受家人般的温暖、美
满。该营业部把客户当亲人，与
客户做朋友，通过护送客户安全到
家、不厌其烦清点零钞、为特殊客
户上门办理业务、为有需求的客户
订机票等点滴小事不断拉近与客
户的距离，让客户感受到家人般的
温暖。

10 年光阴，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已深入广西区分行营业部每
名员工的内心。未来，他们将以更
加努力的心态、更加饱满的状态、更
加开放的姿态，将“四美”服务践行
到底，打造具有邮储银行特色的服
务文化，为八桂金融消费者提供更
加美好、美德、美丽、美满的服务。

利用晨会练习规范动作。

老大爷为该营业部点赞。

客户经理为住院的老年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邮储雪中情

“我已经 10 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又冷又饿，你们真是雪中送炭
啊！”一名滞留高速口的大车司机一边用奶茶捂手一边激动地说。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马鞍山市气温骤降，马鞍山北高速路
因大雪封停，大批车辆被迫滞留在高速路口，有的车辆已滞留达 10
多个小时，车上人员饥寒交迫。

位于马鞍山北高速站口附近的邮储银行马鞍山市金瑞支行，特
别准备了奶茶及泡面，分发给滞留车辆上的人员以及坚守岗位的交
警、高速路工作人员、环卫人员，用实际行动为雪中的人们送去关爱。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由于前夜降雪，导致路
面大面积积雪、结冰。邮储银行贵阳市分行紧急部署，要求各相关部
门切实加强责任心，全力以赴保证各支行营业网点正常运营。各支
行的员工们纷纷提前到岗，冒着严寒将门前马路上的积雪扫净，清除
人行道上的冰面，方便客户来到支行办理业务。同时，营业厅内准备
的热茶得到了客户们的一致点赞。� □汤欣茹  寻源  摄影报道

行为排查“五个结合”
编辑同志：

员工日常行为管理是金融机构案件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
日常行为排查，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结合”。

一是日常与专项相结合。通过员工日常行为排查的制度化和
日常化，可以让员工紧绷行为自我约束这根弦。通过不同时期的专
项排查，就某一项排查内容，集中时间、人力，利用一些手段，查深查
透，会起到不同的排查效果。二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根据邮储银
行建立的线上员工行为排查管理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对照“员工行
为排查表”对每一位员工进行“正常、关注、可疑排查”三个步骤。
同时做好线下排查，结合约谈、座谈、家访等进行实地排查以及采
用各种排查手段进行排查，为员工立体“画像”。三是多部门与多
手段相结合。由人力资源部门牵头组织，多部门参加，如法律合规
部门分析员工的账户交易数据看看是否存在可疑交易，如业务部门
在客户投诉和监察部门在信访举报中分析员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如运营管理部门在业务差错中分析员工是否存在故意违规行为等。
同时利用好已有的外部条件进行排查，如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取得
的员工个人征信、保卫部门从公安部门取得的员工个人治安处罚记
录；利用员工个人身份信息到工商部门或者工商网站查询是否经商
办企业等。四是强化履职和追责相结合。各级单位负责人是本单
位员工行为排查责任人，更是本单位排查的具体执行人，要切实履
行监督、分析、调查、核实、报告、管控的排查职责。一级排查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才能做到责任明确、排查对象百分之百覆盖到位。
实际工作中存在部分单位负责人不认真履职，这种情况如导致发生
案件或风险事件，要严厉追究责任人。五是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对
较轻的异常行为及时进行规范和化解，可采取的办法有提醒谈话、
家访等，深入了解情况，督促其制定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对较重的
异常行为或其行为已不适合现岗位的可调整工作岗位或待岗，待其
行为恢复正常后再复岗；对已经发生违规的员工要按照员工违规行
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以教育本人、警示他人。� □读者  吴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