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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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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黑龙江银监局发布消
息称，经过立案、调查、审理、审
议、告知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后，
依法查处了中国工商银行黑龙
江省辖内分支机构6支、共计54 . 7
亿元的违规对公理财事件，涉案
银行包括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及所辖13家二级分行。

针对此事，工商银行黑龙江
省分行回复称，针对该行部分分
支机构在对公理财业务方面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该行按照监管
要求和总行部署认真进行了自
查自纠、严格整改，并严肃处理
了相关责任人。目前，相关资金
已全部收回。同时，针对这些问
题，该行从合规文化、制度、流
程、系统硬控制等多方面入手，
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风险隐患，
确保相关业务风险可控。

据悉，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及所辖13家二级分行的违规
案由多涉及违规修改合同文本
销售对公理财产品。其中，工商
银行齐齐哈尔分行、工商银行大
庆分行、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营业部的违规案由还包括越权
私售对公理财产品，被罚金额位
居前三，分别为1040万元、880万
元、680万元。

具体来看，工商银行黑龙江

省分行及所辖13家二级分行及
责任人合计被罚3400万元，其中
机构罚款3310万元，高管人员罚
款90万元，有15名高管人员受到
取消任职资格、警告等处罚。黑
龙江省银监局责令工商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按照党规党纪、政纪
和内部规章，对有关责任人给予
纪律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银监
局在通报中还表示，除了处罚银
行及银行责任人，还对银监局内
部监管履职不力的人员进行了
执纪问责。

记者注意到，工商银行上述
违规对公理财事件是由上海银
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银监
会遂责成黑龙江银监局和工商
银行进行全面核查。黑龙江银监
局通报称，通过监管部门检查和

工商银行自查发现，自2015年6月
以来，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辖
内13家分支机构多次违规销售
对公理财，虽已全部结清，未形
成实质损失，但暴露出工商银行
黑龙江省分行及其辖内分支机
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理财、票据等业务一直是银
监会的重点整治领域。根据银监
会披露，2017年银监系统大力整
治市场乱象，对信贷、票据、同业
和理财等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
了重点整治，全年共罚没金额近
30亿元，银行业案件高发态势得
到有效遏制，防范化解风险取得
阶段性成效。

2017年以来，无论是央行还
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强监
管始终贯穿于各项工作中。可以
预见的是，严监管和防风险仍将
是2018年金融领域的重中之重，
银监会的监管重拳不会松懈。

澎湃新闻

□记者 于传将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脱贫攻
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必须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
之一，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大有可
为”，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曾公
开表示，财政是直接扶贫，金融
保险是间接扶贫，保险扶贫则具
有商业性、精准灌溉、精准投放
和注重造血等特点。作为业内领
先的寿险公司，近年来平安人寿
通过产品优化、服务升级、保险
理念宣传、聚焦乡村教育和公益
等多种方式，全方位践行保险精
准扶贫工作。

为响应脱贫攻坚战略部署，
平安人寿济南分公司按照省委
省政府扶贫工作部署及山东保
监局要求，成立扶贫工作推动小
组，统筹保险扶贫工作。平安人
寿济南分公司总经理黄炳杰担
任组长，该公司在优化产品体
系、定向解决保障需求的同时，
持续推进农村保险市场的开拓
和建设，针对性地提供小额、简
单人身险产品以及移动互联网
远程服务与管理。

截至2017年11月底，平安人
寿济南分公司在县域、乡镇地区

已开设网点46个，范围覆盖济南、
德州、泰安、菏泽、济宁、聊城、枣
庄7个地市，网点保险代理人数量
发展超11万人；同时，在长清等郊
区开设网点10个，网点保险代理
人数量达到4000余人，大大解决
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在公益方面，平安人寿济南
分公司以“专注为明天”的理念，
不遗余力地支持教育公益，将教
育公益与扶贫事业相结合。2017
年9月开学季，由平安人寿济南
分公司首倡，连续组织3场“‘会
阅读的孩子更成功’系列公益讲
座暨走近乡村教师大型公益活
动”。此次公益活动逾3000家庭，
来自长清、济阳县及历城区唐王
镇的近50位乡村教师参加。乡村

教师在听完讲座后和主讲人进
行了深入交流，表示将所听到
的、感触到的在教学中应用，并
通过定期组织家长会传递给每
个家庭。2017年10月，平安人寿济
南分公司还联合单县平安希望
小学，开展“大手拉小手，有爱不
孤‘读’”公益活动，旨在把书籍
和阅读习惯引流到更需要它们
的希望小学、乡村中学的学子手
中，藉此帮助他们通过阅读增长
见识、树立理想。

专注于乡村少年的精神成
长，以“幕天之下，每位少年都有
向上生长的机会”为愿景，让每位
少年接触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并在阅读中滋养向上生长
的力量，平安人寿和幕天公益携

手推出“幕天捐书”公益项目，号
召员工、客户及社会公众一起捐
赠书籍，共建乡村课堂图书角，让
好书触手可及。考虑到很多乡村
学校接收快递要到很远的乡镇，
不方便直接接收个人的爱心捐
书，“幕天捐书”将平安人寿上千
家门店作为捐书书籍中转站。

2017年9月，“幕天捐书”继续
与腾讯99公益合作，发起“撑书撑
少年”公益行动，平安人寿内部掀
起了一次“撑书”风潮。活动期间，
幕天捐书“撑书撑少年”以平安金
管家APP为依托，以平安人寿客
服门店为载体，集结百万人之力，
发动员工、代理人以及客户，建立

“平安企业一起捐”队伍，并将募
集到的善款用于运送更多好书，
撑起更多乡村少年的读书梦想。
目前，幕天捐书已建设近4000个
图书角，筹得90万册图书，送出70
万册图书，撑起14万乡村少年的
读书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平安
人寿济南分公司深入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
在保险精准扶贫、教育先行的道
路上努力做到稳扎稳打，将责任
落到实处。

□记者 于传将

经过了长达278天的漫长“休
眠”，乐视网(300104)回来了。

1月24日，乐视网复牌一字跌
停。截至发稿，乐视网牢牢封死
跌停，跌停板上超过800万手卖
单，封单金额逾100亿元。

根据公募基金对乐视网的最
新估值，最低仅为3 . 90元/股，较停
牌价格15 . 33元/股(注：2017年8月
25日乐视网10转10派0 . 28元，股价
相应除权)相当于13个跌停。虽然
这一估值只有参考价值，但在股
价走势的情绪上仍有重要影响。

记者注意到，此前1月19日，
乐视网发布了一条关于重大重
组的实质性公告：经董事会审
议，公司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终止变更公司名称及简称。

针对当前的运营情况，乐视
网在公告里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

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风
险、公司2017年业绩大幅下滑的
风险、公司部分业务业绩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的风险等九个方面的
风险。

乐视网公告称，截至2 0 1 7
年9月30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6 . 52亿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约435 . 02%，预计公司2017
年全年累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亏损。虽然公司董事会
和管理层已竭力解决公司目前
经营问题及困难，尽力减少公司
业绩的亏损金额，但是受到目前
面临的巨额关联应收款项、大股
东违反借款承诺等历史遗留问
题持续影响，经营陷入困顿。

此外，1月19日晚间乐视网还发
布另一则公告，澄清关于《甘薇

发声明：将负责贾跃亭在国内的
债务问题》等文章，否认贾跃亭
替公司担保100多亿元，称涉上市
公司仅14 . 17亿元。

此前，甘薇在微博上发文
称，“老贾减持股票的钱(减持所
得97亿元，缴税20亿元)和质押股
票的贷款(质押贷款余额69亿元，
2014年至今利息支出17 . 4亿元)，
股权投资约16亿元，经营投入约
152亿元。不但没用于个人及家庭
使用，还替公司担保100多亿元，
个人及家庭两套房产和资产都
被冻结，负债累累。我将与债务
小组全力以赴解决债务问题。”

乐视网作为曾经的明星股，
自然少不了基金等机构捧场。“踩
雷”的不仅有公募基金，从乐视网
2017年三季报来看，乐视网的前十

大流通股东还包括中央汇金、证
金资管计划等。股东名册显示，持
有乐视网的股东高达18 .6万户。

201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乐
视网同时被深证成指、深证100指
数、创业板指三大指数“剔除”。
资深私募基金人士认为，“乐视
网重组失败散户是很被动的，连
卖都卖不出去，迎接他们的可能
是多个跌停板。”

“乐视网确实发生了谁也没
想到的变化，我们只能碰到什么
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其实是不
能预测未来的，只能不断的应
对、调整。坦然面对困难、坦然面
对结果，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
度。”孙宏斌在1月23日乐视网召
开的终止重组暨经营情况投资
者说明会上表示，有关新乐视会
尽力，希望不留遗憾，“但如果仍
然没有办法，那也只能遗憾了，
人生有很多遗憾”。

乐视网复牌预计十跌停

济南平安人寿笃行“保险精准扶贫”

工商银行爆54亿元私售理财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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