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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可贷50万 无需担保抵押 期限最长3年

民民生生微微贷贷：：一一站站式式标标准准化化服服务务微微型型商商户户

近日，一项针对微型商户
贷款市场的调查显示，近9成商
户遇到过资金短缺的情况，主
要通过“找亲朋借钱”、“信用卡
取现”、“借高利贷”、“向小贷机
构借款”、“典当行换取现金”等
方式来化解燃眉之急。

“微型商户数量众多，分
布广泛，对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民生银行小
微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在多年来坚定推进小微战略
的同时，不断下沉服务重心，
并于2012年推出经营性微型贷
款，为传统商品交易市场、居
民服务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商
户，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区域
特色集群商户提供“小金额、
高效率、无担保”贷款服务，
大大拓宽了小微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

持续优化的作业方式

“微贷属于小微信用贷款，

额度最高为50万元，单笔贷款
最长3年。”民生银行小微金融
部有关人士表示，该行微贷业
务自2012年正式启动以来，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受到越来
越多的微型商户青睐。

一是“微贷1 . 0版”阶段，
采用“人工调查+评分卡辅助
人工判断”的模式，即授信额度
以“微型贷款评分”为基础，辅
助以人工判断确定。“微贷1 . 0
版”重点围绕商圈、商业街区商
户、超市及核心企业供应商客
户，大力推广流水贷、运单贷、
税单贷、收银贷、销量贷等微贷
产品。

二是“微贷2 . 0版”阶段，
采用“小微宝+柜台”受理的模
式。2 0 1 3年8月上线的“小微
宝”，是一个以手持移动终端
(iPad)为载体，集营销管理、产
品培训、学习提升等于一体的
多功能平台。“小微宝”实现了
小微贷款全流程无纸化作业，
从客户申请到审批放款仅需两

小时即可完成。在小微贷款全
流程缩减一半成本降低一半的
同时，效率提升了两倍。另外，

“小微宝”还搭载了小微电子地
图、销售工单、绩效查询等辅助
功能。

“‘微贷2 . 0版’的优势在
于提高了流程便利程度。”民生
银行小微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微贷业务逐步实现了IT技
术和数据挖掘技术辅助，贷款
申请资料进一步简化，给客户
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三是“网乐贷”阶段，采用
“主动授信+ 白名单+ 线上自
助”的模式。2014年，民生银行
启动“网乐贷1 . 0”，通过调用
内部数据平台信息，筛选行内
存量小微客户群，以主动授信
方式发放不超过50万元的经营
类信用贷款。2015年，“网乐贷
2 . 0”上线，主要通过互联网渠
道，为符合条件的微型商户发
放不超过30万元的信用贷款。

随着“网乐贷”的迅速推
广，民生微贷实现了“商户通过
指定的互联网渠道自助申请贷
款、系统自动审批、商户自助签
约放款”的自动化贷款办理模
式，实现了高效快捷、标准化、
自动化的信贷处理流程。而且，

这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可
通过系统自动监测，实时进行
风险识别、监测及管控。

超前布局新优势

为了更好地开展微贷业
务，2015年，民生银行开通了

“小微之家”平台，商户可通过
网站、微信、手机银行等直接注
册申请“网乐贷”，同时由风险
模型核定额度，手机银行随时
提款，全部实现了线上非人工
授信流程。

“民生银行将加大‘小微之
家’的推广力度，制造场景式入
口，开展社交网络传播，进行互
联网跨界联合促销。”民生银行
有关小微金融专家表示，该行
将以“互联网+平台”为入口，
以线下网点为依托，以金融服
务为核心的O2O服务模式，全
力打造小微金融新生态。

为此，民生银行通过四个
渠道推广“小微之家”：一是通
过95568空中营销、财富圈APP
等平台的导流进行推广；二是
通过微信、直销银行、手机银
行等线上渠道进行推广；三是
O2O渠道，由总行筛选白名
单，分行地面确认，空中营销

跟进；四是第三方渠道，与支
付机构、保险公司、数据公司
等开展合作。

特别是针对广大新客户，
民生银行将大力推广“网乐贷
2 . 0”，通过“小微之家”申请、
开放式获客，而重点就是开展
微众税银和银联项目，为客户
最高提供30万元授信，额度有
效期为2年。

具体而言，微众税银项目
是以微众税银作为数据源，实
现批量开发。该项目的获客来
源主要分三类：一是由微众税
银协助营销推广，客户通过登
录微众税银时的入口授权，直
接链接至“小微之家”申请贷
款；二是分行线下自主营销推
广，地面对接符合准入条件的
客户，引导其登录“小微之家”
申请贷款；三是客户在知晓相
关信息后，自主登录“小微之
家”申请贷款。

在银联项目中，采用的数
据源为银联，目前正在多家分
行试运行，户均审批额度为
11 . 75万元。从开发情况来看，
该项目主要面向银联分公司、
大型支付机构、中小支付机构、
外包机构等，最终可供开发的
客户数量可达130万户。

礼遇一：专享 E TC通
道，高速通行费9折！即日起
至2016年12月31日，持金穗
鲁通卡过高速可享受高速通
行费山东省内9折、省外9-
9 . 5折优惠，每卡每月优惠
可高达150元，全国联网城
市通用。

礼遇二：5元环检、10元
审车，专享车辆年检绿色通
道！1 .即日起到2016年12月
31日，鲁通卡持卡人卡内积
分满额，即可在农行合作审
车单位超值兑换环检、审车
服务：刷 6 0 0 积分+ 刷卡 5
元，即可兑换价值55元的当
年车辆环检服务，刷1800积
分+刷卡10元，即可兑换价
值145元的当年车辆年审服
务。上述服务仅限鲁通卡持
卡人名下车辆在2 0 1 6年使
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鲁通卡持卡人在农行合作
审车单位审车将享受贵宾专
线、贵宾窗口免排队、审车

顾问全程陪同等服务。3 .合
作单位：济南骋华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鲁通卡贵宾专
线：0531-85951122，单位地
址：济南市天桥区二环北路
太平庄(山东金弘石材市场向
北300米路西)

礼遇三：消费满额赠
OBU！鲁通卡持卡人累计消
费满999元，即可获赠市场
价值200元的车载电子标签
( O B U )一件及免费安装服
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礼遇四：必胜客消费满
120减40，屈臣氏消费满120
减30！即日起至2016年12月
31日每周六，持鲁通卡至必
胜客活动门店单笔消费满
120元可享立减40 . 01元优惠;
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每
周六(上午11时起)，持鲁通
卡至屈臣氏活动门店单笔消
费满120元可享立减30元优
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礼遇五：乐享周六，1

元洗车！2 0 1 6年7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每周六，持
鲁通卡在济南指定的15个洗
车点刷卡洗车可享受“1元洗
车”优惠，每个活动日每卡
限享受一次优惠，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礼遇六：安全驾驭，邦
“礼”省心！即日起至2016
年12月31日，客户拨打安邦
车险热线4001111111转9，使
用鲁通卡购买安邦电销车
险，即享85折优惠(车险费改
地区为电销车险最惠价格)。
在上述优惠基础上，另可返
还最高价值商业险保费25%
的安邦积分，可兑换等价加
油卡、京东卡等礼品。

1 .转保无出险客户：返
还价值商业险保费25%的安
邦积分；2 . 续保无出险客
户：返还价值商业险保费
25%的安邦积分；3 .其他客
户：返还价值商业险保费
15%的安邦积分。

农农行行金金穗穗鲁鲁通通卡卡 多多重重好好礼礼等等您您拿拿

对于车险购买者来说，
车辆出险后，如何才能知道
理赔的进度呢？现在好了，
只要鼠标轻点，就可了解到
自家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是
否赔付、赔付金额等相关信
息和记录。

据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护保
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保
险公司理赔管理透明化，提
高车险理赔服务质量，山东
省保险行业协会于近日开通
了车险理赔查询系统，现在
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

车险理赔查询系统的使
用十分便捷，省内(青岛除
外)投保的车主们可通过登

录山东省保险信息网http://
www.sdbx.org/，点击“山
东省车险理赔查询”，输入
车险保单号，即可查询到保
险期限内的承保理赔信息，
包括相关车辆的理赔案件状
态、出险时间、报案时间、
立案时间、结案时间、赔款
金额等理赔信息，可以非常
方便地查询监控到自己的车
险理赔信息。

采访中省保险协会副秘
书长蔡卫东表示，车险理赔
查询系统对公众的开放，一
方面使车险理赔服务更加公
开透明，切实维护保险消费
者知情权；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督促各保险公司加强理赔

管理，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和
客户服务水平；同时，还可
以防止车主不知情的情况
下，车辆被不法机构或个人
利用，制造假赔案。因此，
广大车主无论是否存在保险
事故都要经常关注车险理赔
查询系统，有事故的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保险理赔的相关
进度，没有事故的可以防止
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爱车进
行保险诈骗，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财金记者季静静 通
讯员李晓梅 尹涛)

山山东东省省车车险险理理赔赔查查询询系系统统正正式式启启用用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姜宁) 15日下午，“山东省公
安厅派驻山东省国家税务
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络
机制办公室”揭牌仪式在山
东省国家税务局举行，标志
着山东省公安、税务机关形
成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
化的派驻工作机制。

据介绍，联络机制办公
室成立后，主要承担联络沟
通 、 组 织 协 调 、 分 析 研
究、情报研判和督导指挥
等职能任务，积极适应大
数据时代涉税犯罪的新形
势、新特点，深入推动警
税协作，提升打击防范涉
税违法犯罪效能。

近年来，山东省公安、
税务部门通力协作，提升站
位，不断创新警税协作方
式，丰富协作内容，拓展协
作的深度和广度，联合打击
涉税违法犯罪成效显著。
2015年，在公安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全省税务部门共查
处税收违法案件196起，涉案
金额132 . 17亿元，挽回税款

损失23 . 54亿元。
据了解，联络办下一步

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
作。一是聚焦主业，全力打
击偷逃骗抗税和虚开发票案
件。统筹指导各地公安、税
务机关，集中力量查处一批
重大虚开案件，稳、准、狠
地打击出口骗税，坚决遏制
虚开、骗税猖獗势头；聚焦
打击偷逃税行为，积极开展成
品油等行业税收专项检查，规
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发展。
二是服务改革，全力保障营
改增试点全面推开。针对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开展非法
发票“买方市场”、“卖方市场”
整治行动，切实做好税收流失
风险防范工作，全力保障营
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三是发
挥优势，形成打击涉税违法
犯罪工作合力。充分整合发
挥部门各自优势，凝聚警税
合力，提升办案能力，形成
打击整治合力，为山东省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省公安厅派驻国地税“联络办”成立

我我省省将将严严查查涉涉税税违违法法犯犯罪罪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姜宁 通讯员 尹洪庭) 为
进一步提高税收风险防控效
能，博兴县地税局创建起了
“覆盖部门内部、部门之
间、上下之间、内外之间”
的“立体监督”新体系。

县局税源管理科、稽查
局、监察室和督察内审部门
为实施“立体监督”的主要成
员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
疑点数据和异常征管信息，其
他科室和征收单位提交的疑

点、异常征管信息和对兄弟单
位的工作漏洞和征管建议，内
部各单位发现的廉政风险线
索，省、市局派发、外部审计及
纪检、司法部门提供的执法或
廉政信息。

领导小组对数据信息或
具有共性的执法风险商定处
理方案，制定《疑点信息核
查单》，领导小组视情况对
单位或税务干部进行提醒、
教育、警示、约谈或追责，
发现一点，整改一片。

创创建建““立立体体监监督督””新新模模式式
实实施施““无无缝缝隙隙””风风险险防防控控

几年来，民生银行微贷业务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截至4月
末，该行微贷余额达107 . 89亿元，其中“网乐贷”余额22 . 55亿
元；全行微贷客户11 . 5万户，其中“网乐贷”客户数1 . 45万户。一
站式、全流程标准化的微贷业务，丰富了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产
品体系，满足了越来越多微型商户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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