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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效易用，解决业务痛点

面对授信业务风险的复杂状
况，江苏中行的智能化风控系统“全
息烽火台”应运而生。

“全息烽火台”秉持“数据多跑
路，人员多分析”设计思路，通过数字
科技为风控业务加码，不仅极大地解
放了人力，更深入到风险发生的第一
线，扫除了诸多靠人工无法顾及的盲
区。数字技术的“加持”，让整个风险
评估过程发生了质变。

据江苏中行的开发人员介绍，
“全息烽火台”做到了将风险识别由

事后分析判断转移至事前预警提示；
监控方式由客户信息维度向交易、账
户、信用行为等维度穿透；预警范围由
单一股权关联向业务及担保圈关联等
多维度扩展；预警监控由单一事件触
发向综合印证判断升级。

企业一旦被纳入监控名单，“烽火
台”还会进行持续跟踪，通过与资产质
量盘存、大户管控工作、贷后管理工作
密切结合，将线上预警与线下跟进有
机结合，形成风险管理合力。

广纳信息，智能研判解读

“全息烽火台”领先同业的强大

功能源自两大技术保证——一是全
方位接入有价值的内外部数据库，二
是对数据的判别、加工、分析、处理足
够智能。

据开发人员介绍，“全息烽火台”
除了盘活江苏中行自身沉淀的海量客
户信息与交易数据外，更接入了企业
工商信息、司法涉诉、失信被执行、负
面舆情等外部数据库。

其中，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的数据库更是首次在省内与国有大行
合作。全方位、跨条线的数据监控，使
得客户的信息与信用行为无论在表内
还是表外均得到了完善的展示。

监测数据只是第一步，海量的信
息如果不加甄别全部推送给使用者会
毫无意义。而模型——即对信息的判
断、解读与使用，才是整个“烽火台”系
统的“大脑”。

江苏中行的“全息烽火台”在
判定风险时，会综合考量经营、信
用、财务、账户等 7个维度的信息，
并 设 置 了 300 多 个 具 体 判 别 标
准。这些标准，以江苏中行沉淀多
年的风控经验为基础，逐条细化后
通过计算机语言表现出来，实现人
工判断的“定性”向系统判断的“定
量”转化。

例如，“烽火台”系统设计了经营
管理类风险主题信号，利用网络舆情
数据及时发现企业事故风险、高管人
员变动、大股东减持等；同时基于税务
数据及时监控客户纳税异动行为等。
同时，借由计算机接收、处理数据快的

特征，系统更做到了许多以往风控人员
没办法做的事情。传统范围内的风险
预警更多是针对客户自身而言，缺乏对
目标客户关联关系网络的监测。而许
多突发风险正是通过这种关联网络传
导的。

对此，“全息烽火台”在预警范围上
设计了由核心客户向外延伸，风险沿着
股东、投资、担保、被担保、交易往来等
八个维度向外传导扩展，同时设置风险
预警信号的传递规则,确保风险传递路
径的覆盖面。行内跨条线审批被拒、客
户实际控制人重要涉诉、失信老赖、限
制出入境……种种异常行为，均会被系
统及时预警。

屡获褒奖，系统推广全行

事实证明，江苏中行的先试先行走
对了路。“全息烽火台”不仅在江苏范围
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江苏金融团工
委评选为“2018年度金融青年金点子
方案”，更得到了中国银行总行的高度
评价。

“烽火台”系统的成功证明了金融
科技不是无根之木，只有把技术应用在
有真实需求的场景中才能做到提质增
效。近年来，在“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思维的指引下，江苏中行不断用技术手
段为传统金融业务赋能，打造出了一批
批类似“全息烽火台”的创新产品。

江苏中行紧紧把握信息化时代的
脉络，在数字化银行建设道路上疾步前
行，用实际行动朝着“建设新时代全球
一流银行”的目标努力。

数字化转型助力风控升级
江苏中行“全息烽火台”彰显科技力量

鼠标轻轻一点，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自动生成，经营状况、股权关系、他行授信……客

户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千里之外的一家企业突然出现欠税，信息刚刚公示，系统立刻向

贷后管理人员的手机上推送预警信息，提示客户风险……这样的作业方式，在以往不敢想

象。而现在，360全景视图、关联关系图谱、预警信号提示、找关系、信用报告查询、贷前调

查工具……依靠这些快捷实用的功能，江苏中行倾力打造风控利器“全息烽火台”，对业务

条线与风险条线的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投入使用一年多来，烽火台服务了数千名前台业务人员、贷后管理人员、审批人员，后

台资控、行业管控人员，累计触发了千余预警客户；移动端的风险信息推送功能上线运行

期间已产生1300多条风险提示信号，帮助风险管理条线实现了若干亿元的信贷压降……

借助科技的手段、创新的力量，江苏中行将线上数据技术与线下风控经验结合，使传

统银行业风控的效能成倍增长，有力提升了整体风险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全息烽火

台，正成为江苏中行风险控制的“主脑”。

“我在盐城很好，有空调吹，这
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工资……”7
月24日晚，盐城市阜宁荣威娱乐用
品公司“察布查尔车间”工作的土尔
胡曼，通过手机视频通话，向远在新
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扎库齐牛录乡铁尔曼村的维
吾尔族奶奶阿依木克孜报喜。

在盐城援疆工作组帮助下，察布
查尔县已有400多人像土尔胡曼一
样，走出伊犁河谷到江苏沿海转移就
业，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2017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
开展以来，盐城第五批援疆干部人
才接过接力棒，把真情和实干融进

“援建”，为察布查尔带来了产业、项
目、资金、人才、理念，在天山脚下书
写团结一家亲、共谋新发展的暖心
答卷。

7月25日，察布查尔伊南工业
园区江苏拉波尼服饰有限公司车间
内，缝纫机作业声响个不停。来自
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的分拣员都尼
亚明·沙速尔把事先准备好的帽片、
后片、色片等衣料放到流水线篮子
里。由工人们制作的羽绒服，不久
将出现在美国市场上。

都尼亚明·沙速尔是家中唯一
的劳动力，原来以放牧种地为生，五
口之家日子过得紧巴巴。自从进厂
里上班，由农牧民转变成产业工人，
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高兴地
说，家里30亩地流转出去每年有一
笔固定收入，厂里上班每月有2500
元工资，“等赚够钱还要把家里房子
翻建一下，过上更好的生活。”

目前，伊南工业园已由盐城援
疆工作组招商引资5家服装类企业
入驻，为察布查尔县1000多名农牧
民解决了就业问题。

7 月 26 日，在坎乡库勒特克齐
村，伊犁悦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稻
蟹养殖基地内，公司技术员郑利胜指
着连片的池塘激动地说，这里面有基
地培育出的“长江一号”蟹苗，也是新
疆首次培育出的蟹苗品种。“多亏了援
疆工作组，不仅拿出25万元产业引导
资金，还到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建
湖县九龙口大闸蟹有限公司，为我们
学习蟹苗培育和养殖技术牵线搭桥。”

“之前蟹苗从东北引进，成活率不
高。现在用自己培育出的蟹苗，在天
山雪水的滋润下，都是白肚青背，品质
优良。养殖成本下降近40%，风险降
低不少。”公司总经理管小平介绍，今
年稻蟹亩均纯收益预计达到4000元，
利润比去年翻了一番。

在盐城援疆工作组帮助下，察布
查尔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逐步形成。
去年，“稻田蟹”“稻田虾”实现种植养
殖面积2000余亩，经济效益近400万
元，带动农牧民就业300多人，有机大
米、有机牛羊肉等农产品在盐城销售
达1500多万元。

“天山雪松根连根、盐察人民心连
心”，7月27日，记者走进由盐城参与
援建的察布查尔县盐城实验学校时，
一条醒目的大红横幅映入眼帘。这所
学校为5轨九年一贯制学校，援疆资
金主要建设配套附属工程，包括食堂、
浴室、多功能厅、操场等。今年9月迎
接第一批新生后，盐城援疆教师也会
到这所学校参与教学。

除了学校，县中心敬老院项目、残
疾人托养中心项目等一批援建民生项
目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两年多来，盐
城共为察布查尔县累计争取到计划外
援疆资金和捐赠2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黄 勇
本报通讯员 孙凤志 黄云鹰 刘君健

天山脚下
书写援疆暖心答卷
——盐城对口支援新疆察布查尔县见闻

记者13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南
京最近开出一张5000元的垃圾分
类罚单。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的一
家商业广场，存放餐厨废弃物时，未
使用标准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不
仅影响垃圾正确分类投放，还给后
期的储运、处理带来较大困难。8
月初，我们总队依据《江苏省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第41条，对商业广
场的物业主管单位处以5000元罚
款，这也是总队开出的首张垃圾分
类大额罚单。”南京江北新区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韦元介绍，7
月开始，江北新区总队重点巡查大
型商家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目前已立案查处未分类生活垃圾案
件22起。

从严查企事业单位的垃圾分类
情况，到小区撤桶并点自找“不方
便”，再到严防垃圾混装混运、补齐
处理设施，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确保
垃圾分类链条上的各环节对接顺
畅，真正让这项工作取得实效。

撤桶并点自找“不方便”

最近，昆山在全省率先展开垃
圾桶撤桶并点行动，将示范小区楼
道内的垃圾桶全部撤走，集中放置
在指定地点，居民只能在早晚两个
固定时间段去那里投放垃圾。小区
此举自找“不方便”，无疑提高了扔
垃圾的“成本”。

“起初，我们也没啥信心，但这
件事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昆山城管
局局长刘伟说。今年2月，他们排
出4个条件较好的小区开展撤桶试
点，做好“样板”后再带动周边小区
一起行动。为了争取居民的理解，
他们几位分管负责人带着党员干部

挨家挨户上门，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宣
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同时与居民商
量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位置和时间。

经过大量宣传，5月1日，东方华
庭小区成为昆山第一个“吃螃蟹”的小
区。楼道内90多个垃圾桶被撤掉，每
天早上6点半到8点半、晚上6点到8
点两个时间段内，居民可以到小区指
定地方分类投放垃圾。在投放时间
内，党员志愿者现场督导，手把手教居
民分、帮居民分。同时，在小区公共区
域，城管局联合多方开展志愿者巡逻，
劝阻居民随意倾倒垃圾。

一开始，有居民会偷偷将垃圾扔
在路边。城管人员不断跟进，看哪些
家庭不常来集中点投放，再上门反复
做工作。短短几个月，令人惊喜的改
变发生了。如今，4个“样板”小区的
居民基本养成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
圾的好习惯，投放参与率平均达
98%，东方华庭小区更是高达100%，
357户家庭都能按时按点分类投放。

“以前放在楼道口的垃圾桶，到了夏天
有臭味，现在分类投放后，小区环境更
好了。”小区居民说。

如今，昆山已有42个小区开展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周边不少县区的同
行也去昆山参观学习。

专车专运避免“一锅端”

是否建立分类收运体系、收运车
辆有无醒目分类标识、收集员现场分
类收集操作是否规范……7月中下
旬，南京六合区垃圾分类检查组实地
走访，对区里的首批垃圾分类直收直
运行政村进行“年中考”。

“冶山街道石柱林社区分类收集
操作规范；横梁街道上马村有分类收
运体系，并将垃圾分类工作与村民理
事会相结合；雄州街道钱仓村通过信

息化平台对保洁员的收运行为进行
监管，情况一目了然；马鞍街道马集
社区在村民自治公约中明确垃圾分
类的奖罚，最近对5户未分类的村民
每户处罚100元……”检查组发现，
这些村在垃圾分类收运中各有亮点，
但有的也存在桶内垃圾混投等问题，
需要整改。

实施垃圾分类直收直运的行政
村，目前六合已有18个，年底将增至
26个。在这些村，居民生活垃圾都由

“专车”日产日清。
“一锅端”的混装混运会对垃圾

分类造成“毁灭性”打击。为确保已
分好类的垃圾在运输过程中不混合，
环卫部门要求运输车辆“亮出身份”、
标识醒目，一旦发现混装混运，会在
相关考核中扣分。对混装混运的分
类运输和处置企业，可以处以最高3
万元的罚款。

目前，南京已规范喷涂垃圾分类
标志车辆541辆，建立有害垃圾收运
专线175条、可回收物收运专线177
条、厨余垃圾收运专线95条。南京市
城管局环卫处龙瑞告诉记者：“与分类
垃圾桶颜色相对应，有害垃圾清运车
有红色标识，可回收物清运车为蓝色，
其他垃圾清运车以灰色呈现，餐厨垃
圾清运车则贴着绿色标识。”

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目前我省
各地正加快完善分类收运体系，逐步
实现“一种垃圾、一种车辆收运”或让
运输车辆分隔、分装，尽力避免“垃圾
分、混装运”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全
省现已配备专用于可回收物和有害垃
圾运输的车辆6700余台。

全链条处置实现“闭环”

扬州市杨庙镇环保产业园内的焚
烧发电厂，堆放着扬州市区和仪征运

来的其他垃圾。如小山高的垃圾，让
记者颇为震撼，但一旁的处理车间内
没有丝毫异味。“整个垃圾仓保持负压
状态，每小时有近30万立方米的风量
进来补充空气，所以几乎没有异味。”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宋
飞告诉记者。垃圾经过一段时间发酵
后，被投入焚烧炉用于焚烧发电。目
前3台焚烧炉都在运行，每天可处理
1610吨生活垃圾，产生70万千瓦时
电量，除去自用，还有约60万千瓦时
直接进入国网，重新回到千家万户。

类似这样的垃圾焚烧处理终端
站，我省已建成48座。在垃圾末端
处置中，焚烧占比约76%，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当下，我省正在加快实施
生活垃圾焚烧(填埋)厂(场)、餐厨废
弃物处理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厂、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三厂(场)一中
心”建设。预计到2020年，全省处理
设施总数将达103座，总处理能力将
超过9万吨/日。同时，我省还在推
动建设垃圾中转处置小型综合体，综
合体集分拣、中转等功能为一体，以
有效避免“前端细分类、后端一勺烩”
现象的发生。

“垃圾分类从投放、收集到运输、
处置，各环节相互衔接，实现‘闭环’，
才能凸显垃圾分类的效果。”省住建厅
城管局副局长夏明坦言，全链条处置，
后端分类处理设施是形成“闭环”的关
键，也是亟需补齐的短板。目前不少
城市厨余垃圾处理能力尚不足，有害
垃圾收运处理系统也尚未打通，需要
出台针对性政策，加快补齐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短板。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群众的生活
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
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我省广大
城乡，垃圾分类“新风尚”正在进行时。

本报记者 白 雪 刘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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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相扣，垃圾分类打造“全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