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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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自
2012年开始，“农行杯”山东十佳
三农人物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
四届，先后评选出李登海、赵振
东等优秀的“三农”人物代表，在
我省造成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活
动组织各方的不懈努力，致力于
打造纯公益性、有公信力、有影
响力、有持久传播力的服务“三
农”领域的高端长青品牌活动。

第五届“农行杯”山东十佳

三农人物评选活动由大众报业
集团与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农村大众报》与山东广播电视
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中国农业
银行山东省分行协办，活动采取
人物推荐形式进行，人物推荐截
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

十佳人物评选对象为在山
东服务“三农”领域影响力大、
卓有贡献的典型人物 ,他(她)可
以是在新农村工作中锐意改
革、大胆创新的带头人，也可以
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事中展现
的令我们感动的精神。评选对
象必须是全省范围内为农村基
层建设引领表率、真诚服务、无
私奉献、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的先进典型。
具体范围如下：

1、农村基层建设带头人；
2、农村基层的典型人物，如

技术人员、热心人士、慈善人士；
3、发展现代农业带头人，如

种植养殖能手、种粮优秀农民、优
秀的农业科研人员、有文化懂经
营的优秀新型农民、优秀农业龙
头企业带头人、农业领域的成功
投资者、农村经济组织带头人等；

4、乡风文明的先进典型，如
道德模范等。
入选人物具有以下三个标准：

1、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
响力，是社会公认的“三农”领域
拔尖人才；

2、辐射带动能力强，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3、重视农业科技、经营创
新，为发展高端高质高效农业起
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本次评选评委会成员由山
东省委农工办、大众报业集团、
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
山东省金融办公室、山东省农业
厅、山东省林业厅、山东省畜牧
兽医局、山东省农业大学、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县域经济
研究院、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
行组成。
承办单位联系方式

邮箱：845920766@qq.com
评选工作QQ群：231397399

隔记者 于传将

12月12日，多位投资人爆料
称，网贷平台融和贷失联，疑似
爆雷。爆料投资人称其前往融和
贷公司总部发现大门紧锁，室内
办公用品仍在，但未见有工作人
员。目前融和贷的投资者已组建
多个维权群。

上市系、国资系、银行存管、
爱心公益，集万千“安全”于一身
的融和贷突然跑路了，是不是有
点无所适从？记者多次尝试拨打
融和贷客服电话但并未接通，点
开在线客服则显示“暂时没有客
服在线，请直接留言，客服上线
后会主动回复您”。随后，在网贷
之家“融和贷”页面，标签也变为

“民营系”、“跑路”。
登录融和贷官网首页，“上

海银行资金存管”赫然在目，官
方介绍称其为“致力爱心公益、
具有上市兼风投背景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据悉，融和贷6月12
日和上海银行签署存管协议，并
于7月19日存管系统正式上线，
并在其官网显眼处宣传上海银
行存管。上海银行资金存管上线
不到5个月就被曝失联，如果坐
实，这将是上海银行存管的首家
暴雷平台。

记者了解到，银行存管是政
府对网贷平台加强监管的重要
措施之一，能成功上线存管系
统，表明平台资质、背景、管理团
队和风控体系一定程度上获得
了银行的认可，最大优势是实现
了平台自有资金与用户资金的

完全隔离，以大幅降低平台自
融、资金池、卷款跑路等风险事
件的发生。

上海银行在最近一年的时
间里发展存管业务较为积极，据
网贷之家最新数据显示，上海银
行存管平台签约数排名第三，已
签约80家，实际上线近30家。

2016年11月首家宣布上海银
行存管的网贷平台道口贷，于今
年9月9日被互金专委会点名旗
下部分“供应链金融”项目涉嫌
突破借款余额上限。

截至2017年9月末，上海银行
的资产规模为1 . 76万亿元，在7家
A股上市城商行中位列第二，仅
次于北京银行，排在江苏银行之
前。在去年完成挂牌的8家银行
中，上海银行的体量最大。同时，
上海银行106 . 7亿元的总募资额，
也刷新了当年A股IPO最大规模
的纪录，成为2016年“最贵”银行。

1 0月2 7日，上海银行发布

2017年三季报，公司2017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44 . 27亿元，同比
下降7 . 54%。12月12日，上海银行
的最新股价为14 . 75元，跌0 . 94%。
虽然曾经10转3扩大股本，其后
复权的股价距离17 . 77元的发行
价已不远。

融和贷官网介绍，融和贷隶
属于合肥安易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正式上线
运营，注册资本达1亿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9000万元。合肥安易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包括国
资控股企业怀化亚亨农林开发
有限公司(32 . 4%)、安徽博爱公益
基金会(10%)等，而怀化亚亨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是在5个月前闪电
入股融和贷的，其接盘的是瑞宝
力源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瑞宝力源实业有限公司工
商信息显示，此前的法人股东为
瑞宝力源集团有限公司，而瑞宝
力源集团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刘

琅(本名刘勇)涉嫌利用“亚欧币”
诈骗40亿被捕。瑞宝力源也曾入
股金银猫等多家网贷平台。

经调查，瑞宝力源集团有限
公司10亿元的注册资本采用认
缴登记制，实际上为零注资，与
其有直接关联的公司共有21家，
绝大部分公司是2016年以后才注
册或变更企业名称的。根据犯罪
嫌疑人刘勇交代，瑞宝力源集团
有限公司除了花费2 . 17亿元收购
了中食高科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之外，没有其他的实际资产，在
此2 . 17亿元的收购款项中，1 . 1亿
元为跨亚欧公司犯罪所得，另外
1 . 07亿元来自一家上海公司。

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
公司特大网络传销案涉案资金
约40 . 6亿元，其中约10亿元用于
会员高额返利，约27亿元用于会
员提现，剩余3亿余元被刘勇和
夏建荣等非法占有。海南跨亚
欧公司以非法虚构的“亚欧币”
为名，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发
展会员，收缴入门会员费，并按
照发展会员的数量、收取资金
数额的大小划分层级和作为返
利依据，引诱参与者继续发展
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特
征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的构成要件。

2017年6月，经海口市公安局
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
捕相关涉案人员，海口市人民检
察院也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批准逮捕了刘勇、夏建荣等
19名犯罪嫌疑人。

12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
了一篇题为《欠债近5亿元，贾跃
亭被列入“老赖”黑名单》(China
Names and Shames Tech Ty-
coon With Debt Blacklist)的文
章，贾跃亭作为老赖名单第一人
登上了《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官方
发布在网上的失信人员黑名单
上，贾跃亭成了最有名的人。上
这个名单意味着他可能会被禁
止乘坐飞机和高铁，甚至不能购
买大件商品。

因为欠下经纪公司平安证
券共计7200万美元(包括利息和

服务费，约合4 . 8亿元人民币)未
偿还债务，贾跃亭被列入失信人
员黑名单。此前，贾跃亭控制的
乐视系旗下两家公司已因金额
较小的未偿还债务而被列入黑
名单。

前述数据库于2013年由最高
人民法院建立，包含被起诉和败
诉失信人员的姓名。今年6月，最
高人民法院宣布已录入失信人
员逾700万人次。名单上的人已
被禁止购买机票和高铁车票，并
且无法申请银行贷款和信用卡。

贾跃亭的陨落，对于中国快
速发展的科技业来说，是一个警

示故事。在中国科技业，企业可
能会以同样令人目眩的速度崛
起和衰落。今年夏天，在上海一
家法院冻结了和他有关的1 . 82亿
美元(约合12亿人民币)资产后，
贾跃亭辞去了乐视旗下上市公
司乐视网的所有职务。

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显示，
11月北京的一家法院也禁止贾
跃亭进行高消费。

该法院的命令援引中国的
法律，称贾跃亭不能进行“高消
费”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
费。相关法律进一步阐述称，消
费受限人员将不得乘坐飞机或

火车一等座，在高档酒店或高尔
夫球场进行消费，购买或新建高
档房屋，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旅游、度假，或出钱让子女就读
私立学校。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胡文友说，在让违约者勉强还
债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库总
体来说是有效的，但前提是他们
人在中国。最近接受中国一家新
闻网站的采访时，贾跃亭自称正
在加利福尼亚州，专注于法拉第
未来。这是一家财务困难的电动
汽车初创公司，贾跃亭是它的最
大股东。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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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存管P2P平台融和贷失联

贾跃亭以老赖第一人身份登上《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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