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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机构消保监管评价出炉

银行评级低于 75 分可能被整改
晨报记者 赵智妍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
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
法》。《办法》为评价结果设置了四
个等级， 一至四级分别代表银行保
险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行
业内处于领先、中等、偏下以及落后
水平。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办法》 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加强对
互联网平台等第三方合作机构消保
管理。 强化消保审查， 风控关口前
移，防止产品“带病”上市。

低于 75 分即为偏下水平

7 月 16 日， 银保监会发布了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
管评价办法》，共 6 章 35 条，评价
内容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建
设”、“机制与运行”、“操作与服
务”、“教育宣传”、“纠纷化解”和
“监督检查”6 项要素以及 24 个指
标。

评价要素中，5 项基本要素总
权重为 100%。“体制建设”权重为
10％，主要评价机构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相关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建
设情况。 “机制与运行” 权重为
25%， 主要评价机构消保工作机制
建设和运行情况，包括消保审查、信
息披露、个人信息保护、内部员工培
训、内部考核、内部审计等。 “操作
与服务”权重最大，达到 30％。 主
要评价机构日常经营中对消保要求
的落实情况，包括营销宣传、适当性
管理、 销售行为管控、 合作机构管
理、 服务质量与收费等。 “教育宣
传”主要评价机构消费者教育宣传
总体安排、 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和常
态化消费者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等，
该权重为 10％。 “纠纷化解”权重
为 25%， 主要评价机构投诉管理、

投诉数量以及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落
实情况。 “监督检查”为调减要素，
是指监管部门根据消保现场检查、
举报调查、投诉督查、重大负面事件
和机构相关整改落实等情况， 对得
分进行调减， 幅度不超过总权重的
25%。

《办法》 为评价结果设置了四
个等级：90分（含）以上为一级；75
分 （含） 至 90 分为二级,60 分
（含）至 75 分为三级，60 分以下为
四级。其中，一至四级分别代表银行
保险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
行业内处于领先、中等、偏下以及落
后水平。为增强评价结果精准度，二
级和三级又细分为 A、B、C 三个等
次。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对
评价结果为三级的机构， 视情形依
法采取下发风险提示函、监管通报、
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内部问责等方
式要求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

机制建设和执行， 必要时公开披露
其不当行为。 对评价结果为四级且
整改措施不力的机构， 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依法在开办新业务、增设分
支机构等方面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办法》 适用的机构主要包括
商业银行、理财公司、信托公司、汽
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保险公
司等。

防止产品“带病”上市

关于此次《办法》的出台，银保
监会有关负责人称，当前，金融交易
数字化、金融产品结构化、市场主体
多元化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
更大挑战。 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有校
园贷、信用卡、理财、保险等业务，也
有虚假宣传、误导销售、捆绑搭售、
霸王条款等问题。同时，还有持牌机
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中侵害消费者
权益各种乱象，比如暴力催收、息费

定价过高、向未成年放贷、泄露客户
信息等。 上述业内新问题要求建立
监管评价体系， 督促银行保险机构
将消保工作内嵌到经营管理中。 根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银保监会
12378银行保险投诉热线共接到约
136万通投诉电话。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消
保监管评价针对互联网平台消保乱
象，以及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多层嵌
套等问题，设置合作机构管理、消保
审查等指标， 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加
强对互联网平台等第三方合作机构
消保管理。强化消保审查，风控关口
前移，防止产品“带病”上市。

同时，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
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可增
强银行保险机构消保工作针对性，
督促机构对照监管要求检视自身消
保工作薄弱环节，发挥监管“指挥
棒”作用，实现监管要求与消费者
保护全覆盖。

消费者也应多了解金融常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办法》的
出台有利于金融消费市场的健康发
展。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
禹彦表示， 依据规范的服务评价体
系对银行保险机构的消费者保护服
务质量进行年度评价， 既可激发银
行保险机构提升服务质量， 也弥补
了现有监管体系中对前端约束不足
的现状。此外，伴随周期性地对外披
露银行保险机构的消费者保护服务
质量， 将有助于减少市场上的信息
不对称，便于消费者作出理性决策，
实现市场的良性“优胜劣汰”。

同时，有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
也要多提升自己的金融水平， 多了
解金融常识，增加风险意识，增强防
范能力，端正理财心态，才能更好维
护自身权益。

晨报讯 银联国际近日宣布，
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达
成合作，为后者旗下超过 290 家航
空公司提供在线受理银联卡的
“快捷技术通道”， 助其提升开通
效率。 银联卡持卡人将可在更多
国际航空公司的官网、客户端轻松

订票。
作为航空业最重要的国际组

织， 国际航协会员包括几乎所有国
际大型航空公司及大批区域性航空
公司，覆盖全球 82%以上航线。 目
前，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法国
航空等近 90 家国际航空公司官网

已支持银联卡， 此次合作依托国际
航协的影响力， 有望将银联在线支
付服务拓展至更多区域性航司，为
身在境外的持卡人本地刚需商旅提
供便利。

国际航协已在其 IATA� Fi-
nancial� Gateway (IFG)网关中嵌

入银联在线支付产品， 旗下航空公
司仅需调用银联相关 API， 即可自
由选择在不同在线销售渠道受理银
联卡，无须额外系统改造。合作双方
将通过多种举措向各航司推荐开
通， 未来还会推动更多航司票务中
心等线下场景支持银联卡。

晨报讯 自从在上海市同业
中首家实现将“一网通办”政务
服务事项嵌入银行网点智慧柜员
机以来， 建行智慧政务平台从未
停止优化迭代的步伐。 为更好助
力政府机构打造高水平、 高标准
政务服务的目标， 切实提升人民
群众获取政务服务的便利性和满
意度，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
海市社保中心开展合作，以“网
点办政务”为切入点，建立“社银
直连”服务模式，着力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更优、更全、更好的服
务体验。

如今，依托市政府“一网通
办”平台在建行智慧柜员机上的
延伸， 部分养老人员在每月至建
行网点领取退休金的同时， 便可
在智慧柜员机上查询到各类个人
社保信息。 该服务覆盖了遍布全
市的 350 多个建设银行网点，服
务内容涵盖了个人城镇基本养老
保险（城乡居保）缴费情况、转往
外省市缴费凭证、 灵活就业人员
电子对账单、 个人享受城镇基本
（城乡居保）养老金情况、上年度
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等多项
社保业务。 借助建行网点资源优
势， 进一步方便服务对象就近查
询打印社保信息。

除了社保服务进建行网点的
落地， 智慧柜员机入驻社保服务
大厅的“双向输出”也已启动试
点。 作为助力社保经办服务大厅
服务升级的有力举措，5 月底起，
建行智慧柜员机已陆续在市社保
中心闵行分中心和黄浦分中心开
展试点运行。 智慧柜员机支持电
子身份证、随申码扫码识别认证，
通过人脸识别安全性更强， 激光
打印速度更快、 打印的证明也更
清晰。

“这台新机器打印证明快又
好， 颜值还高。 通过人脸识别认
证， 强化了隐私保护， 还能通过
‘随申码’ 扫码打印， 真的很方
便！ ”胡女士是某公司的社保经
办人员， 提起闵行分中心社保经
办服务大厅内新引入的智慧柜员
机她赞不绝口。

建行“网点办政务”延
伸便民利民服务触角

银联国际为 290家航司打通在线支付“快捷通道”

遗 失 声 明
上海露虹客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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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公告
加拿大籍华人 Richy Lee （出

生日期 1966 年 5 月 25 日、 南京
人），原中国姓名尚雨石，于 2018
年 5 月 13 日在南京去世。 请对他
遗产有继承权的或者债务人在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同徐
颖联系有关事宜。

联系电话 ：13337809062，信
箱 ：info@victorpilnitz.com， 微 信 :
Cindyqueen2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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