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后办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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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
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
个人信贷
调整为客户凭以下自持材料或有效凭证
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个人所在 业务中的
办理：个人所得税缴纳明细（可现场登录
2 收入证明
2.《贷款通则》第十九条 借款人的义务：一、应当如实
单位
还款能力
“个人所得税”APP 查询）、工资的银行
提供贷款人要求的资料（法律规定不能提供者除外），应
评估
账户流水记录、工资单等
当向贷款人如实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
况，配合贷款人的调查、审查和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
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 调整为客户凭以下自持材料或有效凭证
证明客户
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办理：社保或公积金缴纳记录（可现场登
个人所在 资信、工作
1 工作证明
2.《贷款通则》第十九条 借款人的义务：一、应当如实 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 查
单位
真实性情
提供贷款人要求的资料（法律规定不能提供者除外），应 询）、工作证、摊位证、劳务合同、聘书
况等
当向贷款人如实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 等，必要时由银行上门核实
况，配合贷款人的调查、审查和检查；……。

设定依据

浙江辖内银行机构“无证明化”改革指导目录（2020 年）

序
证明材料 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号

附件 2

就医情况
6 证明（特殊 医疗机构
情况证明）

持卡人证
5 明（吞卡证 发卡银行
明）

缴存地公
公积金缴
4
积金管理
存证明
中心

婚姻证明 登记地所
3 （单身证 在民政部
明）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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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授信
调整为客户凭以下自持材料或有效凭证
业务核实
办理：结婚证、离婚证、法院判决书、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
共同债务
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 查询
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
人身份、涉
的婚姻登记信息等，未婚人士可以告知承
况进行严格审查。
及共债共
诺方式办理；有条件的银行可通过数据查
签
询方式办理
信贷业务、
信用卡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 调整为客户现场登录支付宝、浙江政务服
业务需要
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 务网、“浙里办”APP、各地公积金网站
鉴定客户
况进行严格审查。
等查询公积金相关缴存记录
公积金缴
存情况
证明其他
银行持卡
调整为客户通过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
人在本行 依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 证、拨打发卡行客服电话、登录手机银行、
自助渠道 保存管理办法》的要求，验证他行卡卡主信息，保证卡主 网上银行查询并实现身份完整性、一致性
吞卡后，银 自身财产的权益，避免他人拾取、盗用的风险。
验证，或者受理行向发卡行核实方式办理
行卡为本
（指示性吞卡客户除外）
人所有
存款人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
实因患疾 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病等特殊 2.《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 调整为银行提供上门服务，或者在风险可
原因无法 理的通知》规定 因身患重病、行动不便、无自理能力等 控并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和意愿的前提下
自行前往 无法自行前往银行的存款人办理挂失、密码重置、销户等 （例如借助离行式识别验证方式等），由
银行办理 业务时，银行可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办理，也可由配偶、父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
挂失、密码 母或成年子女凭合法的委托书、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
重置、销户 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所在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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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借款
人家庭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
下房产数 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
量，认定是 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房屋查档 不动产登
调整为客户现场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
8
否具有购 2.《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
证明
记部门
“浙里办”APP 查询住房情况
房资格，执 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 商业银行应提请借款人
行首套房 按诚实守信原则,在住房贷款合同中如实填写所贷款项用
或二套房 于购买第几套住房的相关信息。
政策

家庭经济 民政部门、助学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
困难证明 乡镇（街 业务对经
7
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 调整为告知承诺方式办理
（贫困证 道）、村（社 济困难学
况进行严格审查。
明）
区）
生的认定

等相关业
上组织或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特殊情况证明代理办理。
务

10 贷款卡

直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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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试行）》
第十二条 客户经理应根据授信种类收集客户基本信息，
包括客户身份证明、授信主体资格、财务信息等，具体参
授信业务 见附录中的“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调整为通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企业
人民银行
提供材料 附录: 一、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征信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及复印件)和年
检证明；
（二）贷款卡、银行开户情况。

证明客户
乡镇（街 除抵押房
第二居所
9
道）、村（社 产外，仍有 无明确设定依据
证明
区）等 其他可居
住的居所

- 12 -

1.《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客
户调查应根据授信种类搜集客户基本资料，建立客户档
案。资料清单提示参见《附录》中的“客户基本资料清单
提示”。
附录：二、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一）营业执照（副本及影印件）和年检证明；
调整为银行通过工商红盾网、国家企业信
营业执照 市场监管 授信业务 （二）法人代码证书（副本及影印件）。
12
用信息公示系统、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
年检证明
部门
提供材料 2.《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试行）》第十二
台等进行查询
条 客户经理应根据授信种类收集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
户身份证明、授信主体资格、财务信息等，具体参见附录
中的“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附录: 一、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及复印件)和年
检证明；

《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客户
调查应根据授信种类搜集客户基本资料，建立客户档案。
资料清单提示参见《附录》中的“客户基本资料清单提示”。
附录：二、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
企业工商
核实企业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必要的个人信息。
调整为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银行同步通过
市场监管
11 变更登记
工商变更 （四）近三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业主权益变 工商红盾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部门
情况证明
信息 动表以及销量情况。成立不足三年的客户，提交自成立以 统、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进行核查
来年度的报表。
（五）本年度及最近月份存借款及对外担保情况。
……
（八）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名单和签字
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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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贷
押状态证
证明抵押 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
不动产登
调整为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银行同步通过
15 明（抵押物
物的权属 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
记部门
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核查
未被法院
情况 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查封证明）

《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试行）》第十二条
客户经理应根据授信种类收集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户身
份证明、授信主体资格、财务信息等，具体参见附录中的
组织机构 市场监管 授信业务 “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直接取消，调整为使用《营业执照》上的
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证书
部门
提供材料 附录: 一、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及复印件)和年
检证明；
（二）贷款卡、银行开户情况。

《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客户
调查应根据授信种类搜集客户基本资料，建立客户档案。
法人代码 市场监管 授信业务 资料清单提示参见《附录》中的“客户基本资料清单提示”。直接取消，调整为使用《营业执照》上的
13
证书
部门
提供材料 附录：二、 客户基本信息提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一）营业执照（副本及影印件）和年检证明；
（二）法人代码证书（副本及影印件）。

（二）贷款卡、银行开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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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上述证明材料，原出具证明单位已不再有权出具的一律按取消后办理方式执行；原出具证明单位仍有权出具证明且客
户前来办理业务时已携带原方式下的证明材料的，按照自愿和便民的原则，机构可由客户自行选择证明材料和办理方式。
2.业务办理过程中如遇到系统维护、故障、未接入等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查询或获取信息等情况，机构需与客户协商后，
由客户自行选择替代的证明材料和办理方式。
3.调整为客户凭自持材料或有效凭证办理的，按照风险可控、应简尽简的原则，机构应在事项对应的《办事指南》中就
具体的材料或凭证给予明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
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
非上市企
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
证明质押
业股权质 市场监管
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调整为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银行同步通过
16
物（权）的
押登记证
部门
2.《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第十一条 贷款人应当要求将符 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核查
权属情况
明
合抵质押条件的项目资产和/或项目预期收益等权利为贷
款设定担保，并可以根据需要，将项目发起人持有的项目
公司股权为贷款设定质押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