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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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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于传将

11月24日，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
布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评价内容为参评
保险公司2016年度服务情况，本次评价范围
为截至2016年12月31日所有开业满3个会计
年度的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未将
养老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
司、政策性保险公司纳入。

据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吕
宙介绍，保险公司服务评级按照得分从高到
低依次分为A、B、C、D四大类，参评的59家人
身险公司中，获得A类评级的有11家，占比
18 . 64%；参评的58家财产险公司中，获得A类
评级的有10家，占比17 . 24%。其中，新光海航人
寿成为唯一一家被评为D级的保险公司。

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
销售、理赔、咨询、维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按
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别设定电话呼入人工

接通率、理赔获赔率、投诉率等8类定量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服务创新和重大负面事
件分别进行加减分。

2016年度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出炉

在繁华的济南泺口服装市
场附近，有一个闲置废弃了22年
的单位大院，三楼的楼道走廊里
竟然长出了树。家住济南市天桥
区北闸子街7号的王先生向本报
反映，他们所在的家属院长期无
人管，不但卫生无人打扫，化粪
池堵塞也无人清理，居民们还不
得不承担着高价的水电费。

近日，根据居民反映，记者
来到天桥区北闸子东路7号，这

是一个单位大院，大院的东侧就
是泺口四季红服装市场。与东侧
的四季红服装市场的繁华热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闸子东路
7号院内冷冷清清，除了门口有
值班的保安之外，整个大院内看
不到人。记者看到，这个院内共
有六栋楼，一个个看上去灰头土
脸破旧不堪，楼里的门窗玻璃几
乎全部破碎，透过破碎的玻璃往
楼里看，地面上蒙着厚厚的一层
灰尘。

记者注意到，院子西侧有一
栋三层的楼房，一楼楼门紧锁，
门上的铁锁和锁门的铁链已严
重锈蚀，显然已长期没有人出入
过。抬头往上看，三楼的楼道走
廊里，竟然长着两棵1米多高的
树。再往后走，只见院子里杂草
丛生，一栋办公楼前的杂草足有
一人多高。院子最后面是一栋居
民楼，楼上有很多窗户玻璃早已
破碎，楼道里墙皮脱落，垃圾遍
地，在楼下储藏室的房顶上，堆
放着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

提起这个大院，居民王先生
连连叹气。据王先生介绍，北闸子
东路7号原先是建成于1985年的

山东省农业银行干部学校，有几
十名教职工，上个世纪80年代末
该学校曾与山大、省电大等高校
联合办学，发本科和专科学历证
书，最多时有五六百名学生。王先
生是原省农行干部学校员工，院
子最后面的居民楼就是省农行干
部学校的职工宿舍。从1995年开
始，山东省农业银行干部学校撤
销，这个院子转给了山东省农业
发展银行。从此之后，这个院子就
一直闲置废弃至今，至今已经22
年了。

据王先生介绍，这个大院里
面有六栋大楼，既有办公楼、教
学楼和学生公寓，也有锅炉房、
澡堂，还有卫生室、图书馆和冷
库等，可谓设施齐全。可是自从
院子闲置以来，门口除了有几个
保安看门之外，整个院子以及后
面的居民楼就再也没人管了。

由于长期无人清理卫生，
整个院子里垃圾遍地杂草丛
生，不少楼房已经漏雨，院子里
的化粪池多次堵塞，粪水外溢，
居民们只能自己凑钱请人来清
理。王先生所住居民楼的水电
也无人管理，因无人收水电费，

曾多次被停水停电。居民们多
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最后终于
来了一个收水电费的，但由于
自来水管道老化漏水无人维
修，导致水费电费价格很高，其
中水费每立方要8-12元，每度电
要0 . 75元，而且宿舍楼一直也没
有通上煤气和暖气。由于条件
很差，宿舍楼里的住户陆续搬
走，还有的把房子租了出去，目
前只有5户居民还住在这里，其
他的都是一些外来租房者。

11月14日，记者试图和省农
发行总务处相关负责人联系，对
方以“正在开会”为由挂断电话，
以后记者多次与其联系，对方却
一直不接听电话。泺口街道办事
处北闸子社区居委会的孙主任
告诉记者，他们也对这个大院深
感头疼，“特别是前段时间开展
创城的时候”。孙主任说，这个闲
置20多年的大院不但严重影响
了城市形象，在卫生、安全等方
面也都存在较大的隐患。他们找
到大院的保安，对方称自己只管
看门，对其他事情都不知情，他
们多次联系省农发行也没有结
果。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采
取措施，别再让这个“被遗忘”的
大院继续影响市容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山东农发银行6栋大楼闲置22年

隔记者 于传将

A股“实力网红”贵州茅台
(600519)股价继续回落，开启“6
连跌”。11月24日收盘，贵州茅台
报价630 . 04元，跌幅0 . 58%。6连
跌后，贵州茅台市值蒸发逾1100
亿元。

记者注意到，11月16日，贵
州茅台股价一举突破7 0 0元大
关，最高攻至719 . 96元，公司总
市值也突破9000亿元。当天晚间
贵州茅台对外发布风险提示
称，“最近市场上的一些讨论和
观点，尤其是关于公司过高的
目标股价及估值均不代表公司
的态度，希望广大投资者和消
费者理性看待”。

随后，茅台股价开启下跌模
式，11月17日至11月24日短短六天
交易时间，茅台股价累计跌去
12 .48%，从11月16日的719 .96元的历
史最高价下跌了89 . 92元，市值也
从最高9033亿元回落至7915亿元，
1118亿元的市值就此灰飞烟灭。

据了解，随着近日茅台股
价连番失守，近期茅台酒市场

价格也有所下降。“囤酒客”介
绍，因为股价下跌，有一些囤酒
客也在选择出货，“股价跌，市
场价也跟着跌，4天内每瓶飞天
茅台就亏30元”。

今年以来，茅台股价与茅
台新飞天酒价形成“量价齐升”
局面。作为茅台的主力产品，新
飞天酒频被传出“供不应求”。
虽说厂家对飞天酒采取了控
价、放量发货等措施，但市面上

的酒价始终居高不下。茅台酒
价飞涨，以及茅台业绩的水涨
船高，加剧了资本市场炒作的
热情。

自2017年年初以来，贵州茅
台股价从300多元一路上涨，连
续突破400元、500元、600元、700元
关口，不到一年的时间，茅台股
价翻倍。在三季度超预期的催化
下，贵州茅台股价蹿升的速度也
在加快，从10月26日股价破600元

到11月16日股价破700元高位，贵
州茅台仅用了15个交易日，此时
贵州茅台市值突破9000亿元。

随着贵州茅台股价的飙
升，多家机构上调了其目标价。
继中金将贵州茅台目标价上调
至845元之后，中泰证券上调贵
州茅台12个月目标价至810元，
天风证券上调6个月目标价至
800元，高盛近期将茅台目标价
上调至881元。

相关数据显示，在近一年
内，有119家机构给予贵州茅台

“买入”评级，51家机构给予“增
持”评级，没有任何机构给予“中
性”“减持”“卖出”等评级。

与此同时，贵州茅台股价的
泡沫论也开始受到关注。分析人
士指出，目前资本市场上对贵州
茅台的乐观情绪相当一部分是
受到了基本面上虚假现象的影
响，这些现象是囤积炒作推动
的。“现在的酒价上涨以及终端
断货是囤积炒作导致的，如果把
这种由囤积炒作导致的价升量
增理解为基本面的真实状况，必
然形成错误判断。”

“实力网红”贵州茅台股价酒价齐跌

获得A类评级的财产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 服务评级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安达保险有限公司 A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A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A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获得A类评级的人身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 服务评级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AA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A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A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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