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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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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委内瑞拉正式预
售“石油币”，成为第一个发行
法定数字货币的主权国家，引
起广泛关注。

据官方披露，“石油币”发
行总量为1亿枚，发行参考价格
为每个60美元，以奥里诺科重
油带Ayacucho区块1号油田探
明储量53 . 42亿桶原油作为信
用担保。2月20日至3月19日之
间将预售3840万个“石油币”；3
月20日起，公开发行4400万个；
另外1760万个将由委内瑞拉政
府设立的数字加密货币管理机
构持有。

4月起，“石油币”将在委内
瑞拉国内和国际上的数字加密
货币交易所进行二级市场交
易。但根据白皮书，“石油币”不
能直接兑换石油。不过，委内瑞
拉政府承诺，接受“石油币”作
为个人或机构缴纳税费和购买
公共服务的支付方式。“石油
币”与委内瑞拉本币玻利瓦尔
的汇率将由官方授权的虚拟货
币交易所每日公布。

据悉，由于美国和欧盟不
断对委内瑞拉进行经济制裁，
加上委内瑞拉政府激进的执政
手段，该国已深陷经济危机，出
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原有的
法定货币体系早已崩溃，同时
还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民
众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为
打破美国的金融封锁，委内瑞
拉政府才想出发行“石油币”的
方法来缓解危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
布，在预售首日便募集了7 . 35
亿美元资金，但他没有披露初
始投资者的任何细节，也没有
提供证据来证实这一数字。

于传将

全球首个法定
数字货币面世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冯永利

2月12日，山东省农业厅、农
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在济南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农
业结构调整、绿色农业发展、产
业精准扶贫、“互联网+现代农
业”等六大领域开展全方位合
作。省农业厅厅长王金宝、农行
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等双方领
导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了解，山东省农业厅和农
业银行山东分行有着服务“三农”
的共同使命。近年来，全省农业系
统与农业银行保持密切合作，工
作成效显著，是全国政银合力服
务“三农”的典范。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对双方服务“三农”提
出了更高要求。此次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是双方适应“三农”工作
形势和自身改革发展需要，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和国
务院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的实际举措，标志着双方携手
合作、共同服务“三农”的工作进
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依据合作协议，山东省农业
厅将向农行提供涉农产业、行业
信息与政策支持，农行加大对全
省农业园区、企业、项目、组织，以
及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
支持力度，未来三年提供总额人
民币100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支持，
以及配套优惠政策与优质服务。
同时，山东省农业厅与农行山东

省分行还将积极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乡村旅游、绿色农业等方面加强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实现融合发展，共享发
展，携手助力全省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助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近年来，农行山东分行着力
加大三农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推
动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到2017
年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9196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5753亿元。其中，

“三农”存款4558亿元，“三农”贷款
2714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87亿元，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余额331
亿元；投放农业基础设施贷款110
亿元，建设“惠农通”服务点3 . 7万
个，布放电子机具10 . 8万台，覆盖
全省76%的行政村，各项支农数据
均居全国农行系统和山东金融同
业前列。

□记者 于传将

2月23日，保监会爆出重磅
消息，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
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
被依法提起公诉。“鉴于安邦集
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
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
力，为保持安邦集团照常经营，
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
规定，保监会决定于2018年2月23
日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
管期限一年”。

其实，对于业内人士来说，
安邦保险被接管并不意外。早在
去年6月份，安邦保险集团就公
告称“吴小晖先生因个人原因不
能履职，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
为履行职务”，保监会也在当月
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调查，而今
悬了许久的靴子终于落地。那
么，安邦保险被接管后，保险消
费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安邦出了什么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2月23日披露消息称，近日该
院依法对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
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集资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
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
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
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
的行为。

事实上，吴小晖被有关部门
带走的传言最早出现于2017年6
月13日晚间。次日凌晨，安邦集
团发布声明称，“吴小晖因个人
原因不能履职”，保监会也在当
月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集团，深
入开展现场检查，强化公司现场
监管，督促公司改善经营管理。

从保监会发布的公告看，只
是说“经监管检查发现，安邦保
险集团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问题”，未具体指明有哪些违法

违规之处。但根据此前的媒体披
露，安邦保险集团的主要问题出
在资本、股权、投资层面。也因
此，安邦保险的接管工作安排如
下：“保监会将会同人民银行、银
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有关部
门成立接管工作组，全面接管安
邦保险集团经营管理，全权行使
安邦保险集团三会一层职责。保
监会发展改革部主任何肖锋任
接管工作组组长，接管期限自
2018年2月23日起至2019年2月22
日止”。

其实，曾被接管的保险公司
不止安邦一家。2007年新华保险
就因为原董事长关国亮挪用巨
额公司资金而被保险保障基金
接管，2009年至2012年中华联合
保险也因为公司巨额亏损和偿
付能力不足而被保监会接管。

保监会表示，接管安邦后，
不改变安邦保险集团对外债权
债务关系；接管期间，接管工作
组将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依法依
规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持公司
照常经营；接管过程中，接管工
作组还将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
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保
险集团民营性质不变。

保险利益有何影响

保监会发布的《安邦保险

集团接管实施办法》显示，“接
管期限暂定一年。接管期满，如
果公司经营基本稳定、相关资
产处置基本完成、主要战略股
东完成注资，接管工作组向保
监会报送评估报告，经批准后
可以结束接管。”

“如接管工作未达预期效
果，安邦集团没有完成股权重
组，尚未恢复正常经营，报保监
会批准后，酌情延长一年，但整
体接管期限最长为两年。”保监
会指出，两年期满如经营仍未
改善，或者有事实可以认定无
法达成接管目的，经接管工作
组评估并提交报告，报保监会
批准后可结束接管，依法采取
其他监管措施。

业内人士指出，接管期限结
束后，如安邦保险完成股权重组
并恢复正常经营，那就意味着安
全着陆，我们的保险利益不会受
到影响。如果安邦保险没人接手
破产了怎么办？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被撤
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其清算财产
不足以偿付保单利益的，保险保
障基金按照下列规则对非人寿
保险合同的保单持有人提供救
济：保单持有人的损失在人民币
5万元以内的部分，保险保障基
金予以全额救济；保单持有人为

个人的，对其损失超过人民币5
万元的部分，保险保障基金的救
济金额为超过部分金额的90%；
保单持有人为机构的，对其损失
超过人民币5万元的部分，保险
保障基金的救济金额为超过部
分金额的8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九十二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
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
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
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
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接受转让。

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保险公司的清算资产不足以偿
付人寿保险合同保单利益的，保
险保障基金可以向保单受让公
司提供救济；保单受让公司应当
根据前款标准核算转让后保单
持有人的保单利益，并据此与保
单持有人修订人寿保险合同。

由此可见，即使你所选择的
保险公司真的破产了，根据法律
规定，也必然会有新的保险公司
接手你的保单。所以，即使保险
公司经营不下去了，我们购买的
保险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山东省农业厅与农行山东分行签约

农行千亿意向性信贷支持山东乡村振兴

安邦保险被接管 我的保单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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