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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沉寂多时的环保
板块强势崛起，上演了一把“涨
停秀”。其中，环能科技(300425)、
博天环境 ( 6 0 3 6 0 3 )、伟明环保
(603568)、先河环保(300137)等多
达19只个股涨停，此外还有10余
只个股涨幅超过5%。

今年以来，环保板块表现并
不出色。Wind数据显示，截至10
月12日收盘，环保板块今年的涨
幅仅为5 . 63%，远远落后于小金
属、锂电池、5G等概念板块，也低
于上证指数9 . 24%的涨幅。因此，
环保板块相对滞涨，存在较强的

市场修正动力。
从盘后龙虎榜情况看，机

构 专 用 席 位 高 居 三 聚 环 保
(300072)买入首位，净买入金额
高达1 . 54亿元，申万宏源证券上
海闵行区东川路营业部净买入
金额高达1 . 2 4亿元。科达洁能
(600499)也获一机构专用席位净
买入1 . 29亿元。

蒙草生态(300355)的情况同
样如此，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
共有两个机构专用席位现身，分
别净买入6423 . 9万元和3248 . 74万
元，国泰君安证券成都北一环路
营业部净买入金额也达到5755
万元。

对于环保股的投资机会，中
航证券近期发表观点认为，从目
前已经发布预告的环保行业上
市公司看，园林生态、环境监测、
水环境治理等相关公司的业绩
情况有望继续向好，行业增速全
年超过20%是大概率事件。而环
保行业目前的整体PE仍然徘徊
在40倍附近，从细分领域来看，
今年表现良好的园林生态板块
三季报有望持续高增长。

平安证券分析师庞文亮认
为，北方即将进入冬季采暖季，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重大污
染事件，直接刺激环保股上涨。
而在订单方面，中央环保督察、

水污染防治专项督导即将结
束，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有望在
后期 6个月内转化为订单。因
此，平安证券看好四季度环保
股行情。

招商证券指出，建设美丽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污
染防治受到高度重视，在当前经
济数据出现一定程度放缓的背
景下，未来重新进行大规模基建
和房地产刺激的概率已经微乎
其微，但保持一定的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仍非常有必要，预计环保
园林和水务或将成为下一阶段
稳增长的重要内容，而PPP将会
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
无论是从估值还是从业绩来看，
环保、园林和水务行业已经到了
布局的良机。

日前，中泰证券“彭晨案”当
事人彭晨到证监会信访，并递交
举报材料，其中主要阐述了其所
涉案件可能会带来证券金融系
统的法律风险。鉴于彭晨举报事
项的重要性，证监会特别对其开
启“绿色通道”。

事情缘起于2012年券商创新
大会召开后，彭晨任职机构中泰
证券(原“齐鲁证券”)决策层及其
直属领导主导布置了积极和外部
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展开各类有金
融合法手续的金融创新，其中一
款“合伙企业+基金专户”的创新

产品因私募机构运作而致产品亏
损。最终时任齐鲁证券零售业务
总部副总经理的彭晨因该产品被
诉以“个人非法吸存罪”。

“该产品的链条是：通过中
泰证券营业部吸收客户，与首善
财富合作成立结构化的有限合
伙企业，然后与公募基金合作设
立基金专户，资金由银行托管，
具体投向中涉及的期货产品则
还需与期货公司合作”，“这些机
构均获得了产品发售、运作中的
相应收益”。

“我并未从这些产品中获得
任何不当收益。”彭晨提及，“直
接因这些产品获得收益的是各
级机构。”据彭晨提供的材料显
示，中泰证券直接获得佣金及销
售服务费近800万元；长安基金、
工银瑞信等公募基金获得管理
费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获
得托管费。

更让人不能忽视的是，上述
被纳入到彭晨案的产品共计十
只，其总规模并非一审中提及的
1 . 61亿元，而是8 . 7亿元。1 . 61亿元
仅仅是来自中泰证券客户的优
先级资金。

“产品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整
体，无法割裂。”彭晨的疑问是，如
果募集优先级的机构个人涉非法
吸存，做劣后和产品运作的私募
公司相关负责人也涉非法吸存，
从法理上说，涉案产品是否可以
被判为一半为非法吸存罪，一半
不是？如果不能，那么上述得到直
接利益的机构该承担何种责任？

一审判决指出，中泰证券在
向客户推广上述产品时并未取
得代销资质。据悉，2012年11月

《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
定》下发。其中，要求券商接受金
融产品发行人委托，为其销售金
融产品或介绍金融产品购买人

的行为，需要取得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资格，同时券商分支机构禁
止擅自代销金融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中泰证券是
在2013年1月取得相关代销金融
产品的业务资格。不过让人疑惑
的是，截至目前，记者并未在任何
公开信息中查见中泰证券存在
代销私募产品违规受罚的信息。
中泰证券招股书中披露称：“报告
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以及因违法违规行为受
到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

而在上述《管理规定》中明
确提到，券商及其从业人员违反
上述规定的，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者给予
行政处罚。中泰证券新闻发言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泰
证券在获得代销资格之前，从未
有过代销金融产品的行为。

中国经营报

太平洋保险
泄露客户信息神速

日前，滨州市民王先生拨
打了太平洋保险的报案电话
95500，咨询了关于车辆有部位
损坏理赔的问题，随后太平洋
保险客服人员说需要先报案，
然后才能让查勘员来处理，王
先生在太平洋保险客服人员的
引导下报案成功。

10分钟后0531开头的座机
打来电话说是太平洋保险的工
作人员，询问车辆损坏部位等
问题。太平洋保险的工作人员
要求加上客户微信，并让客户
把损坏部位及车辆识别代号、
行驶证、驾驶证等拍照发给他
看。王先生随后就接到自称是
滨州宝马4S店的电话，咨询车
辆损坏情况。

王先生质疑太平洋保险的
工作人员，为什么把自己的个
人信息泄露给4S店，保险公司
解释说：“把信息给4S店是为了
第一时间给与关怀，了解车辆
受损情况”。

“客服人员一再问我去哪
里修车，他只关心你去哪修车，
作为保险公司客户在你这投
保，车辆一年保费三万来块钱，
首先你要保护好客户信息，现
在各种诈骗盛行，防不胜防，你
把客户信息随意泄漏出去，万
一被不法分子利用，后果将不
堪设想，你名义上说是为了客
户着想，你真的替客户着想了
吗？你们自己都不来现场看看
车辆情况，让客户拍几张照片
了事，你在把信息泄露给4S店
的时候征得客户同意了吗？”王
先生说。 中国经济网

环保股大爆发掀起年末逆袭

农行“鲁青基准贷”助青年创业

彭晨向证监会举报 中泰证券“违规代销”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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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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10月16日，位于山东省五莲
县的日照悍马轮胎有限公司的
轮胎制造车间里，公司新改造
的混合纹轮胎生产线正在紧锣
密鼓将一个个轮胎包装整理
好，发往福田汽车集团、五征汽
车集团等上游厂家。公司总经
理许涛说：“前段改造生产线急
需资金，多亏农行和团委的鲁
青基准贷，让企业发展迈上了
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鲁青基准
贷”青年创业扶持资金项目由
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共同组织开展，中国农业银行
山东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山东分行、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联合实施资金扶持项
目。“鲁青基准贷”从2015年开始
实施，到2017年结束，针对山东
省16个市(不含青岛)进行发放。
计划发放基准利率贷款 1 5亿
元，提供配套贴息资金4 5 0 0万
元，为创业青年节省约7000万元
的贷款利息，可有效帮助山东
广大创业青年降低贷款成本，
缓解创业资金瓶颈问题。

农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
介绍，青年群体正在成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但
是很多青年创业项目因为担保
不足、没有形成有效征信记录等
原因面临融资难题，制约了创业
热情。近年来，为进一步降低中
小企业融资成本，该行开辟“鲁
青基准贷”绿色通道，提高审批
效率，积极促进青年创新创业，
推动青春扶贫工作。

农行山东省分行普惠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李兖平说，该行及
时分解贷款计划 ,并对鲁青基准
贷实施优先调查、优先审批、优
先放款。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利率
审批效率 ,省行专门向总行申请
了“鲁青基准贷”基准利率审批
权限 ,并将该审批权限对各市分
行进行了转授权，有效缩短了该
业务的利率审批流程，进一步提
高了业务审批效率。截至2017年9
月末，该行累计发放“鲁青基准
贷”3 . 83亿元，支持小微企业452
户，并为小微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约1200余万元。

日照悍马轮胎有限公司生
产轮胎有3年了，现有员工200多
人，年生产100套斜交轮胎。两个
月前，为了满足上游厂家的不断
扩大的需求量，企业想对原来的

混合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实
现日产量翻一番。在详细测算了
人员、技术、市场后，许涛踌躇满
志，可一算资金投入，又犯了难：

“改造生产线需要306万元。我东
拼西凑，还是差100万元。想向银
行贷款，但公司成立时间短，处
在创业阶段，我作为创业青年，
又没什么资源可供担保。”

就在许涛一筹莫展之际，
“鲁青基准贷”送来了“雪中炭”。
“向日照市团委提供申请材料，
一个多星期就从市农行贷到了
117万元，不仅是基准利率，而且
财政还给贴息50%。前些天，靠着
这笔贷款，生产线也改造完成
了，估计今年收入能增加3000多
万元。”许涛告诉记者。

“政府和银行错位把关、联
合发力，为青年创业热情提供了
资金支持，真正将促进青年创业
的要求落到了实处。”农行日照
分行党委书记单伟强说，“截至
目前，日照市已有32家初创型青
年创办的小微企业获得农行授
信共计2970万元，其中12家已获
得贷款860万元。”

曹县唐国柱工艺品加工厂
从事工艺品加工已经多年，生产
的葡萄酒包装盒和食品架等产
品出口到多个国家。企业在发展

中，遇到了大多数小微企业同样
的问题：扩大生产时资金匮乏。
正当唐国柱为企业发展犯愁的
时候，农行曹县支行营业部客户
经理荣彬为他带来了希望，农行
可以提供鲁青基准贷。就这样，
唐国柱的难题迎刃而解。荣彬介
绍，“鲁青基准贷”单笔贷款发放
额度为30—120万元。40岁以下的
创业青年，创办企业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注册时间8年以下等条
件都可向当地团市委申请贷款，
由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等
金融机构实施放贷。

农行山东省分行团委书记
谢玉红介绍，为做好鲁青基准贷
的发放工作，我行加强与各地团
委的合作，共同促进贷款投放。
各市分行“鲁青基准贷”业务管
理部门及时与当地团市委沟通、
联系，多次参加当地团委召开的
业务推动会议，对当地团市委推
荐的企业及时开展业务调查，确
保符合条件的企业第一时间获
得“鲁青基准贷”。

山东省青春创业行动指导
中心主任魏珂表示：“贷款项目
作为全省青春扶贫行动的重点
工作内容，要向农村青年进行倾
斜，帮助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并带
动当地贫困家庭青年脱贫。”


	2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