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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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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传将

沪指走出11连阳，创26年来最
长连涨纪录。其中，区块链概念股
持续火爆，不断掀起涨停潮。截至
1月12日，进入2018年以来8个交易
日的累计涨幅达19 .95%。

其中，易见股份(600093)涨幅
居首，达到58 . 02%。此外，壹桥股
份(49 . 72%)、新晨科技(40 . 41%)、安
妮股份 ( 3 2 . 1 6 % ) 、四方精创
(31 . 94%)等概念股，期间累计涨幅
均超过30%。

资金流向上，今年以来共有
10只区块链概念股大单资金净流
入过亿元，合计大单资金净流入
高达18 . 26亿元，备受资金青睐。他
们分别为：易见股份、爱康科技、
金证股份、游久游戏、中南建设、

恒生电子、中科金财、巨人网络、
远光软件、高伟达。

实际上，从2017年年中开始，
区块链就一时风起云涌，从BAT、
迅雷、天涯、人人网到柯达，各大
公司都纷纷押宝。受此影响，美股
市场上的中概股也因区块链概念
出现了大幅上涨。

迅雷在2017年10月底推出了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代币“玩
客币”，它将作为用户交换和获取
计算资源的媒介和奖励介质。自
2017年11月初至2018年1月10日，迅
雷在美股的涨幅已达到141 .53%。

中网在线2018年1月4日收涨
698 . 29%，股价创近7年新高。原因

为当天美股开盘前，中网在线宣
布与无锡井通科技合作开拓区块
链产业及相关技术。

对于板块的投资机会，华泰
证券表示，区块链的颠覆性影响
决定A股主题的巨大空间，互联网
巨头抢滩布局、迅雷玩客云等商
业模式的成功确立主题逻辑可信
度，可积极布局区块链主题投资
机会。

区块链概念股的火爆也引起
了监管的注意，1月11日晚间，游
久游戏(600652)发布公告称，上交
所就区块链事项问询游久游戏，

“请核实并说明，你公司上述通
过所属网站发布区块链相关内

容，是否为主动迎合市场热点，
炒作股价。”

连续4日涨停之后，1月11日晚
间，易见股份发布公告称：“关注
到近期市场和投资者比较关注区
块链技术及公司投资区块链业务
的相关情况，有媒体对公司区块
链业务进行报道，公司股票涨幅
较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公司
股票自1月12日起停牌，对上述情
况进行核查。”

国金证券发布研报称，区块链
技术尚处于初期萌芽阶段，暂时没
有较为明确的盈利模式出现。对于
单纯以数字货币的投机炒作为基
础的区块链布局公司，建议谨慎对
待。对于有真实场景支持，区块链
技术布局能直接利好原有业务发
展的公司可以关注。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在山东华耀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新上线的钛合金管生产车
间里，熠熠闪光的钛管整齐地堆
放着。企业总工程师石蒲英对农
行客户经理说：“邵经理，这些都
是刚生产的产品，现在生产能力
和品质都上来了，客户订单也是
源源不断，农行的资金太及时
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该公司
年产5000吨钛合金管生产线项
目，得到了农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贷款的信贷支持。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益虎表示，今年1
月3日，国务院对山东新旧动能
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作出了批复。近年来，该行围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支持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挖掘
并深度服务新动能，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主动对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项目库，从中精选了484
个重点营销项目，逐项目落实营
销人员、营销责任和时间进度，
2017年新投放项目贷款387亿元，
固定资产贷款总量达到1138亿
元，持续为全省实体经济提供全
方位的金融支持。

农行山东分行突出业务重
点，强化金融服务，助力破解山
东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产品
结构等领域难题，为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和实体经济发展贡献

了金融力量。该行大力支持交
通运输、先进制造业，全力培育
经济新动能，牵头组建银团分
别为济青高铁新建、济青高速
改扩建办理项目贷款300亿元、
120亿元，项目完工后，济南到青
岛道路将拓宽一倍，高铁最快
一小时就可抵达，有效推动济
南、青岛两个核心城市及周边
区域转型升级。着力缓解济南
市城市交通压力，为济南城市
轨道交通地铁R1号线提供周转
资金5亿元，解决其前期资金紧
张的难题，并积极协助其运作
100亿元产业基金业务，为济南
地铁后续建设提供资金来源，
确保地铁项目按期完工。

据了解，该行积极服务企业
“走出去”，为华能巴基斯坦燃煤
电站项目发放贷款23亿元，成为
农行系统金额最大的出口买方
信贷业务。深度参与云计算发展
战略，为浪潮集团提供各类融资
服务55亿元，助力其产品和服务
走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农行山东省分行坚持抓大
不放小，围绕“一区一群一圈一链

一平台”定位，确定了19个重点营
销园区、16个产业集群、198个新
三板已(拟)挂牌企业、36户供应链
核心客户、19个电子商务平台客
户作为小微企业服务重点，已为
1 . 23万户小微企业业主提供增量
融资74 . 61亿元，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深入开展。

益虎表示，传统产业是我省
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新旧动能转
换的关键领域。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其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发展
新动能的重要任务。

围绕《中国制造2025山东省
行动纲要》，该行大力支持石化、
工程机械、轻工等传统产业龙头
企业实施技术、管理、商业模式
等方面的创新转型试点。按照国
家“三去一降一补”的要求，坚持
差异化管理策略，认真研究钢
铁、煤炭、石化、纺织等12个产能
过剩行业发展状况，从中精选
112户纳入“白名单”优先支持，
并首批为其中33家客户增加授
信支持356亿元；有保有压，着力
压降钢铁、煤炭、造纸、批零等7

个重点管控行业非低风险信用
90 . 32亿元，坚决支持并配合政府
淘汰落后产能。该行为山东钢铁
集团提供95亿元融资，支持其济
钢厂区拆迁和日照精品基地上
马等重点工程。

说到造纸业，很多人将其
视为伸向青山绿水的“魔抓”和

“黑手”。然而，坐落于日照市的
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却不断
突破创新，走出了一条生态环
保的绿色发展道路，成为旧动
能技术进步、“绿化”升级的标
杆企业。谈到这其中的关键，就
不得不提农业银行日照分行的

“票据池”产品。原来，亚太森博
国内市场60%的结算采取到期
托收方式回收资金，年收取银
行承兑汇票约50亿元，大量资金
长期“在途”，资金使用成本远
远高于一般企业。

为此，农业银行日照分行
年初为其量身设计了“票据池”
融资产品，大量应收票据入池
质押变现，公司的资金流动性
得以释放。有了充足的资金保
障，公司引进了新加坡先进设
计和技术上线城市中水回用项
目，也是全国第一个再处理回
用城市中水用于锅炉和循环冷
却水补水的工程，平均每天可
以回收中水4万立方米，每年节
水1000多万立方米，大大减少了
污染物的排放。该项目还被评
为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最佳社会
责任案例，并已进入国家环保
宣教基地进行展示推广。

一年多之前，青岛市民陆女
士在太平人寿购买了一份“理财
产品”，投入本金103460元，当时销
售人员介绍称本金可以随时取
出。2017年12月，因家中急需用钱，
陆女士准备将该款项取出时却发
现情况并不像当时销售人员所
说，本金无法取出。

“她当时跟我说本金可以随

时取出，今天存了明天取都可以。
考虑到是帮朋友忙，我就没有多
想，投了103460元买了一份她所说
的理财产品。”陆女士说，当时太
平人寿的保险销售人员马某想让
自己帮忙购买一份保险来完成业
绩；购买完毕后，没有细看便将材
料放起来。

令陆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好
心帮朋友忙到最后却帮来了麻
烦。2017年12月份，因家中有事急
需用钱，陆女士便想到了自己投
在朋友处的理财产品本金，准备
取出应急。但是到了太平人寿位
于青岛市市南区中铁中心的业务
办理处后却被告知，自己购买的
理财产品本金无法取出，如果陆

女士执意取出的话，属于违约，需
要扣除其中的60000元，这令陆女
士无法接受。

“当时跟我说的是随时可以
取，怎么现在就取不出来了呢?”
回家后，陆女士仔细查看了2016
年12月23日自己购买理财产品时
签订的协议，发现该理财产品名
称为“太平盛世慧年华终身年金
保险(分红型)”，55年期限内无法
取出本金，只能每年领取分红，后
通过咨询了解到，其实就是一种
人身保险。

记者来到太平人寿位于青岛
市市南区香港中路中铁中心17楼
的办公地点，但前台并无工作人
员。在向旁边一位柜台内的工作

人员表明来意后，被告知需要等
一下前台的工作人员，但记者在
持续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仍不见
前台工作人员出现。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太平
人寿青岛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
员，对方表示会尽快核实一下具
体情况并作出回复，但截至发稿，
记者未收到任何回复。

对此，山东首辰律师事务所
的吴芝容律师认为，如果真实情
况如陆女士所说的那样，建议其
搜集证据来证明太平人寿业务员
在介绍该理财产品时所描述的与
事实不符，并可与太平人寿协商
解决此事；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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