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于传将

历时两年有余的中泰证券
(原齐鲁证券)“彭晨案”9月19日
即将重审。

该案件还得回溯到2012年券
商创新大会召开前后。彼时由于
政策松绑和鼓励，大量券商开始
尝试新型的产品或业务形式。

“彭晨案”中所涉及的产品也应
运而生。

具体来看，时任齐鲁证券零
售部副总经理的彭晨参与设计了
一款创新产品，即券商与私募合
作，以齐鲁证券营业部吸收有一
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作为优先

级，以合作的私募机构作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负责劣后及基金管
理，双方共同成立结构化的有限
合伙企业，通过引入投资顾问设
立基金专户账户，以该有限合伙
企业投资基金专户产品。

然而，在上述产品推出后一
年的时间内，部分产品在运作的
过程中出现亏损，导致相关投资
者无法兑付。同时，由于一些私
募案件、证券投资案件如“昌九
案”爆发，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
改变，要求提前终止合同。

2014年，银山公安分局对上
述投资者投资产品无法兑付的
事件立案，彭晨为协助调查主动

联系相关机关，但紧接着其被羁
押于莱芜看守所，并被钢城区检
察院正式批捕。2015年公诉机关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
彭晨以及该产品的私募机构相
关负责人。2016年4月25日，钢城
区法院一审裁定。

根据记者获得的该案件一
审判决书及公开资料显示，上述
产品共计10只，募集和运作时间
为2012年11月到2013年12月，涉及
齐鲁证券全国60家营业部以及
150名以上员工，向381位投资者
共计募集资金1 . 61亿元。

判决书显示，在募集资金
时，该产品合作私募机构的相关

负责人王永彬承诺将资金用于
购买基金产品的优先级份额，并
保本保收益，年化收益率为6%。
但最终王永彬将上述资金的1 . 33
亿元投入到了基金专户，全部购
买了基金产品劣后级份额并发
生亏损。

记者注意到，在中泰证券近
期披露的公告中，如是描述“彭
晨案”———“公司前员工彭晨在
未履行公司审批程序前提下，私
自联系分支机构销售有限合伙
企业份额，而知晓该事件的零售
业务条线相关员工也未及时向
公司或监管部门报告，直至2014
年5月被媒体报道，给公司带来
较大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不
过在中泰证券此前披露的招股
书中，并未提及“彭晨案”。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从年产400万平方米生石膏
板，提高到6000万平方米，单线
产能提高15倍；从传统只开采地
下石膏销售，耗能高、利润低，到
创造国内外同行业规模企业最
低能耗，连续4年净利润超10亿
元，资产净利润率、销售净利润
率均接近20%。这些成绩是山东
省泰山石膏有限公司依靠生产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取得的丰
硕成果。该公司在革新传统生产
技术、扩大生产效能时遇到资金
缺口，农行泰安分行及时伸出援
手。有了充足的“资金弹药”，企
业一举突破“年产5000万平方米
大型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关键技
术”，并获得“国家建筑材料科技
进步一等奖”。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分行行
长益虎介绍，我们以新旧动能转
换为契机，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
济的本质，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主线，以保证实体贷款需求为
前提，加快信贷投放进度，合理
摆布行业信贷投向，积极稳妥地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
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新领域信贷占比，同时继续支
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据了解，农行山东分行积极
支持新动能行业，继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相关行业的支持力度。
截至7月末，该行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公共设施管理业、铁
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等行业贷
款余额合计较年初增长212 . 96亿
元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3 2 . 5 9 % 、

132 . 21%、56 . 65%、54 . 77%。棚户区
改造项目投放加快，今年以来共
审批棚户区改造项目12个、金额
67 . 2亿元，累计投放20 . 36亿元，
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4 . 77亿元。
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
车、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前7个月贷款余
额增长17 . 9亿元，以信用证、出口
商票融资、保理等多种产品支持
企业工业转型升级，贷款余额
34 . 97亿元。开展“全域旅游‘十百
千’工程”，累计投放旅游贷款
4 . 84亿元，7月末法人旅游贷款余
额7 . 78亿元，较年初增加3 . 7亿
元，14家支行开办农家乐农户贷
款业务，发放贷款840万元。

没有落后的传统产业，只有
落后的产业传统。潍坊特钢集团
有限公司的发展变迁充分印证
了这一事实。农行潍坊分行扭住
动能转换关键环节，积极转变服
务观念，提供1 . 4亿元贷款支持
特钢集团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

术改造，实现了“资源—产品—
废弃物—二次资源”的循环发展
模式，彻底破解了产业链短、单
位能耗高、附加值低、核心竞争
力不强等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
颈因素。“我们企业作为中国制
造业500强，在年产各类钢材300
万吨、发电10 . 8亿度的同时，还生
产优质水泥120万吨、钢渣粉100
万吨，没有一吨废水、废渣走出
企业的大门。”潍坊特钢集团董
事长于光富说。

绿色发展是工业转型升级
的必由之路，农行山东分行大力
支持绿色信贷项目，不断加强与
总行级核心客户华润总公司、中
广核集团、中电集团等客户的合
作，合作领域从风电产业扩大到
光伏发电、核能发电、燃煤锅炉
节能改造等产业，中广核枣庄山
亭风电项目等4个项目累计发放
贷款4亿元，完成中广核庆云二
期、中电集团天齐山等项目贷款
调查审查工作，储备华润总公

司、中广核等绿色信贷项目10
个，融资总额约30亿元，促进绿
色信贷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
的引擎。山东省石化企业较多，
东营尤为集中。东营亚通石化的

“干气回收制氢、硫磺回收、加氢
精制深加工项目”，目前已经部
分投产，今年底实现完成投产。
油品升级项目建设规模大、成本
高，初期企业资金缺口较大，农
行河口支行作为亚通石化项目
银团贷款牵头行，与工行组建银
团并发放10亿元项目贷款，充足
的资金有力保障了油品升级项
目的顺利建设。目前，亚通石化
迅速在省内炼油能力过剩的市
场中脱颖而出、提升了其自身市
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项目淘汰
了企业落后的生产线、提升了油
品品质、延长了产业链条、进一
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成功完成了
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了产业升级
换代。

此外，农行山东分行还认真
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工作，不断
加强重点行业用信调控，钢铁、
纺织、铜冶炼等“两高一剩”行业
贷款较年初下降，新增行业贷款
主要投向于总行和省行级核心
客户以及低风险业务。7月末，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批发业2个重点管控行业信用总
量大幅下降，分别较上月减少
19 . 2亿元、10 . 35亿元。继续做好
“去库存”工作，今年以来，在响
应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前提
下，继续支持居民首套房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

近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官网获悉，人保财险临沂市分公
司被列入失信人执行名单，也就
是民间俗称的“老赖”。

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显示，
此次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是人
保财险临沂市分公司营运性车
辆营销服务部。根据法院执行依

据文案号查询，记者发现该公司
涉及的一桩赔付案件中，人保财
险临沂市分公司营运性车辆营
销服务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支付赔偿
款2000元给原告。

在该案中，人保财险临沂市
分公司营运性车辆营销服务部曾
以本案原告所诉损失均为间接损
失，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不属于保
险公司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保险公
司不承担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
理由抗辩。该案件的判决日期为

2016年5月11日，被列入强制执行
的时间则是2017年1月3日。

随后，记者通过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得知，人保财险
临沂市分公司曾在最近5个月的
时间内因赔付问题被执行多达
16起案件。其中，仅8月份该公司
被强制执行就多达4起之多。

早在今年5月中旬，临沂本地
多家媒体曝出人保财险临沂市分
公司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名单，成
为民众口中的“老赖”。因拒不赔
付问题，该公司陷入临沂当地民
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

据临沂本地媒体报道，进入

2017年以来，人保财险临沂市分
公司连续四次因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赔付要求成为失信被执行
人，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老赖”。

经网络搜索“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
司”，系统显示该公司四次成为
失信被执行人，同时提示：百度
提醒您该企业已被列入全国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针对此次再次被法院列为
失信人名单，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可能是法院信息录入有误，
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落实。

金融参考

“老赖”临沂人保财险拒不赔付现象频现

农行金融活水激发鲁企新动能

中泰证券“彭晨案”重审在即

次新股板块的领头羊中
科信息(300678)9月5日再度涨
停后发布公告，由于连续三个
交易日(9月1日、9月4日和5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1 . 30%，公司再次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这意味着，在复牌后仅3个交
易日，中科信息便需要再度进
入自查流程。

据悉，中科信息7月28日
上市，之后连续收获8个一字
涨停板。8月10日中科信息盘
中打开涨停板，虽然开板早，
但中科信息的表演却并没有
完结。开板后的中科信息直接
一路走高。从8月10日开板到9
月5日收盘，14个交易日中科
信息涨幅超过200%，期间收获
9个涨停板。

因为涨势太猛，中科信息
申请停牌核查，8月24日下午
开市突然停牌。从停牌核查的
情况来看，公司基本面并没有
什么变化，可见中科信息的股
价上涨更多是来自资金哄抬。

9月1日中科信息复牌，复
牌当天一字板涨停。据Wind资
讯数据，中科信息9月5日的最
新市盈率已经高达199倍。

而公告显示，2017年1-9
月，中科信息营业收入预计同
比增幅仅为4 . 76%-14 . 29%，净
利 润 预 计 同 比 增 幅 也 仅 为
5 . 54%-23 . 13%，短期来看，没
有表现出高成长性。业内人士
认为，中科信息游资短炒投机
味道浓厚，次新股行情可持续
性不足。 于传将

中科信息
两次停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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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越
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银
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益
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理
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证
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新
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融
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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