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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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央行行长
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
者问。对于“虚拟货币”和ICO的监
管，周小川指出，“我们也很关注像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
用。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
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

产品等出得太快，不够慎重，如果
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可能给
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同
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
策传导，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
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
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
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
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
爆发性的事件。”

这次回应是周小川近期以来
对“虚拟货币”和ICO相关方面的
监管态度较为全面的公开表述。
周小川透露，央行比较早就动手
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
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
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
多方案的研究。

“大家注意到央行的做法是去

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
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
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
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
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
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
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
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周小川指
出，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
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
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
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
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可能会出
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
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
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
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

以后再推广。

对于未来的监管，周小川认
为，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
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
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
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
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

“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
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
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
政策。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
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
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
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
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
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
实体经济。”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通了！通了！”在枣庄市薛城
区周营镇牛山村村委大院的房
顶，一群围观的村民看着仪表界
面跳动的数据0 . 1、0 . 2、0 . 3……发
出惊喜的叫声。

原来，这是农行薛城支行为
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发放光伏扶贫
贷款建设的光伏发电设备并网发
电成功，不断变化的数字正是光
伏板累积的发电量。牛山村支书
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该村
总装机功率28KW的光伏发电站
为例，按照每天日照5个小时来测
算，可发电140度，国家电网以1 . 08
元/度的政策价收购，每天可收入
151 . 2元。扣除费用后，贫困户每家
每年能有2500元左右的纯收入。

据悉，2016年5月份，农行山东
省分行研发推出了光伏扶贫贷款
产品，先后与枣庄、滨州等地方政
府签订光伏扶贫贷款业务合作协
议，由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按照
光伏扶贫项目建设进展，及时提
供信贷支持，得到了各级政府、监
管部门和贫困户的一致好评，有
效提高了金融扶贫能力。截至2月
末，农行山东省分行为光伏扶贫
工程项目审批贷款13 . 8亿元，已投
放贷款5 . 37亿元；累计发放光伏扶
贫农户贷款2 . 8亿元。两项合计，共
惠及贫困人口12万人。

沂水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 . 9万人，

该县是纯山区县，山地丘陵占总
面积的94%，年均日照时数为2403

小时，平均每天6 . 5个小时以上，
光照资源丰富。目前，农行沂水县
支行支持该县光伏扶贫工程(一
期)项目的首笔贷款2亿元已投放
到位，使贫困户足不出户就可以
享受“阳光收入”。农行贷款已经
用于沂水县富官庄镇等11个乡
镇、44个贫困村的光伏扶贫项目
建设，总建设规模75 . 967MW。该
项目已于去年正式并网发电，项
目收益除去相关税、费后，可保障
贫困户年度可支配收入不低于
3000元、持续受益20年，惠及44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8279户、14646人。

“多亏了农行的贷款支持，全
乡利用空闲场地建设了336KW的
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5处，预
计年可收益40万元，全乡10个重点

贫困村都能受益。”沂水县圈里乡
扶贫办任永锋说。

初春时节，走进山东省安丘
市大汶河常家庄村郝务刚家，两
排光伏电池板在阳光的直射下
显得格外耀眼。“自从家里安装
了光伏电站后，看到电表一圈一
圈地转，仿佛就看到一张张钞票
钻进口袋一样，别提多带劲了。”
郝务刚高兴地说。去年10月，安
丘市大汶河常家庄村郝务刚从
农行申请到了3万元的分布式光
伏发电贷款，在自家房顶安上了
100多平米的电池板，成了村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国家收购
的电价是一块零八分，我一年就
能挣8000多块钱。”在郝务刚的小
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
发电数。

谈及光伏发电的好处，安丘市

大汶河旅游开发区村镇规划办副
主任尹兆升说：“我们辖内的贫困
村荒山面积大、光照时间长，区政
府将光伏产业作为加快群众脱贫
致富的重要途径。当地农业银行适
时推出了光伏贷款，积极与我们对
接了解农户需求，真正帮助群众搭
上光伏发电的致富快车。”

3月5日，天气晴好，东营市河
口区义和镇宝一村村民王志如看
着屋顶“遮光棚”模样的光伏电站
喜上眉梢。宝一村共计248户农民，
其中95%的村民安装了光伏发电
项目，每日用电量、发电量、每日
挣了多少钱一目了然，剩下电并
入电网销售，1000瓦年纯收入1200
元，真正开启了农民向天要钱的
新举措。

东营市河口区扶贫办工作人
员说：“特别感谢农行，光伏扶贫
贷款大大支持了我们区的扶贫工
作，光伏贷款的高效办理和光伏
设备的高品质安装为村民创造了
更多的收入。”

泗水县中册镇王家岭村的王
得方，第一个在县农行8万元贷款
支持下建起了光伏发电，他高兴
地说，“农行帮了我大忙，我每年
发电15000度，每月有1062元的收
入。光伏发电为我打开了致富路，
不少父老乡亲前来向我学经验”。

如今，光伏发电项目已从泗
水县最初的2个乡镇，发展到全县
13个乡镇，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
在农行的扶持下，拓宽了致富的
路子。

对于一些从来没有买过保险
的人来说，自己的第一份保险应
该买啥？有人说意外险，也有人说
重疾险，还有人说定期寿险，到底
该听谁的？我们先来看看重疾跟
意外这两类保险的共同点。

重疾的主要责任是确诊重疾
病症，即可发生理赔，虽然这笔理
赔金随便怎么用保险公司不会
管，但重疾治疗花费比较高，理赔
金通常会被用来填补治疗支出。

而意外险现在比较普遍的保
障是意外身故/伤残+意外医疗，
这下发现了吧？意外险跟重疾险
虽然保障方面完全不同，但都有
涉及到医疗的部分。

放眼日常，比起生死存亡的
重疾与意外，小至感冒发烧、过敏
发炎，大至轻度脑中风、原位癌
等，才是离我们更近的东西。

在保险配置时，我们要先解
决活着的风险，再考虑身故的风
险。人生第一份保险未必能身故/
伤残获赔，但至少无论是因为重
疾还是意外入院后，能将最实际
的支出风险转移出去。所以，第一
份保险最应该买的是医疗险。

医疗险跟医保很像，都是属
于实报实销的保障。简单来说，就
是在规定保额内，实际花费了多
少，就给你报多少。

但医疗险是要扣除医保支

出，并设有免赔额跟报销比例的，
在报销的时候要先扣除掉免赔
额，剩下的金额再按比例理赔。

举个例子：假设李小姐就医
扣除医保报销后，实际花费了3万
元，而她所购买的医疗险免赔额
为1万元，报销比例为80%，则李小
姐获得的理赔金额为(30000-10000)
*80%=16000元。

所以我们在选择医疗险时，
应挑选保额比较高、报销比例高、
免赔额比较小甚至0免赔额的医
疗险。从保障内容来看，医疗险分
为门诊医疗跟住院医疗。门诊医
疗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我们
比较熟悉的百万医疗险的主要保

障都是住院医疗。
对于有医保的人群来说，医

保已经可以应付大部分的门诊治
疗费用支出，选择医疗险时，可侧
重于高保额的住院医疗。对于没
有医保的人群来说，医疗险不仅
要应付大额疾病支出，最好还要
照顾到日常门诊医疗支出，可单
独投保百万住院医疗险和小额门
诊医疗险，互相补充，也可以选择
附加门诊医疗的中高端医疗险，
用一份产品解决两种不同程度的
医疗支出风险。

虽然医疗险保障范围比较
宽，但并不是说意外险跟重疾险
不重要，只是在投保顺序上可做
先后排序，在资金较为有限的情
况下，优先选择医疗险，但不可因
此忽略了其他风险。 综合报道

周小川谈虚拟货币“一夜暴富”不是什么好事

农行光伏贷让贫困户坐享“阳光收入”

人生第一份保险，如何选择？

3月9日，银监会主席郭树

清在两会“部长通道”上回答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时表示，银
行是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
主战场，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把
杠杆率稳定下来，并尽可能降
下来，企业、政府杠杆率要降
低，居民家庭的杠杆率也要降
低。郭树清说，居民家庭借钱
消费、买房投资增长速度非常
快，这很危险，“我们是个高储
蓄的国家，过去是我们的很大
优势，如果借钱比存钱增长得
快的话，我们这个优势就会丧
失。所以降杠杆非常重要，要
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郭树清希望媒体密切配
合，普及金融知识，提高老百
姓对金融风险的识别意识，
防范金融欺诈。比如，“听到
保本高收益，要举报，一定要
给监管部门和地方金融办报
告，因为保本就不可能高收
益，这样的说法属于金融欺
诈”。郭树清提醒媒体“刊登
广告要小心，有很多金融诈
骗发理财是通过媒体，欺骗
老年人、退休老工人，他们的
金融知识很有限，全社会需
要媒体做工作，提高防范风
险意识，提高识别金融欺诈
的能力”。

“银行业强监管治乱象聚
焦在同业、理财、表外，效果总
体很好。比如，同业资产和负
债都大幅度下降；理财增长很
缓慢了，1月份的同期增长只
有1%；表外业务收缩，野蛮生
长的产品开始停止。”郭树清
指出，最近来看，包括信托贷
款、委托贷款都在减少，银行
资金脱实向虚的趋势基本得
到遏制。

郭树清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聚焦影子银行、同业、理财、
表外交叉金融风险，“我们也
特别注意到，信托也是薄弱环
节，互联网金融也是薄弱环
节，要加强整治”。 于传将

郭树清：听到“保本、
高收益”要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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