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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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诉平台聚投
诉推出十大行业“金虾奖”，这
也是该平台2017年消费者投诉
的服务黑榜单。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中信银行。作为2017年银
行业的“金虾奖”获得者，其获
奖的原因竟然是涉黄涉赌。

数据显示，中信银行2017年
投诉量为102件，解决量24件，解
决率为23 . 5%。中信银行除了投
诉解决率严重低于银行业平均
水准外，还因其商户涉黄涉赌
涉骗问题，持续遭遇网友投诉。
多位网友反映，其被“成人快
播”“情涩快播”“赢爵炸金花”

“豪王斗地主”等涉黄涉赌APP
骗钱，资金进入多个带“中信银
行”字眼的相关商户中。聚投诉
就此问题多次、多渠道与中信
银行联系，均未获回应。从聚投
诉平台投诉来看，银行业涉及
其商户参与涉黄涉赌APP骗钱
的，唯独中信银行问题突出，显
示其商户管理存在严重漏洞。

据悉，早在2017年8月，聚投
诉平台就发布了多宗用户反映
其被涉黄APP骗钱的投诉，微
信支付、支付宝交易截图显示，
收款方均涉及中信银行。

彼时，作为黑榜单的代表，
聚投诉指出：中信银行上半年
34件投诉中，仅6件解决，投诉解
决率仅17 . 7%，属银行业最低。日
常投诉对接消极，无实质性结
果反馈。34件投诉中，7成系信用
卡投诉，多数涉及乱扣年费、活
动虚假宣传问题。

年度金虾奖，是聚投诉基
于平台投诉数据，对各行业处
理消费者投诉整体状况最差的
商家颁发的批评性奖项，旨在
推动商家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
用户满意度。 于传将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3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山
东省分行召开2018年服务“三
农”和金融扶贫工作会议。会议
明确，要推动互联网金融服务

“三农”这项“一号工程”全面突
破提升。

据介绍，去年以来，围绕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农行山东省分行
扎实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

“一号工程”，着力打造“惠农e通”
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统一平
台，构建“惠农e贷”、“惠农e付”、

“惠农e商”三大模块，创新拓展网
络融资、网络支付结算和电商金
融三大核心功能，提高线上线下
一体化“三农”金融服务质量。

“惠农e贷”让融资

搭上互联网快车

在农村，农户、农业合作社、
种养殖大户经常遇到贷款手续
繁杂、时间长等问题，如今，农行
有了“惠农e贷”，难题正在迎刃
而解。

据了解，农业银行推出的
“惠农e贷”融资服务，是在深入
挖掘农村客户征信、生产经营、
电商交易以及金融资产等数据
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惠农便捷
贷”、“金穗快农贷”和“数据网
贷”等“三农”网络融资产品和服
务模式，使广大农户通过网络贷
得到、贷得快。到2月末，农行山
东省分行“惠农e贷”余额达到5 . 5
亿元，服务农户1 . 2万家。为五征
集团、金锣集团上线“数据网
贷”，累计放款3700万元，居农行
系统第2位。

家住荣成市上庄镇的参农
周鹏，承包了20亩地种植西洋
参，主要销往东北三省。随着市
场扩大、销量增加，他感受到了
巨大的商机，心想要是能扩大一

下种植规模，再承包10亩地。可
是西洋参生长周期一般在3-5
年，资金周转较慢，再加上每月
还有房贷压力，手头资金总是不
宽裕，扩大规模的想法难以付诸
实践。几天前，农行荣成市支行
的客户经理上门营销，短短几分
钟的交流，让周鹏喜上眉梢。

原来，拥有农户、农行个人
贷款客户双重身份的他，完全符
合农行新产品“惠农便捷贷”的
办理条件，只需要一张身份证，
无需抵押、担保，手机上操作一
下，10万贷款当天就到了账，一
拿到贷款，周鹏赶紧租了地，买
了种子、化肥和农具，梦想终于
变成了现实。周鹏由衷地赞叹：

“当天就能拿到贷款，还可以通
过手机自助还款、贷款，随用随
贷，真是方便快捷。”

“惠农e商”让电商企业

如虎添翼

“惠农e商真是太便捷了。
看，我又收到一条订单！”淄博炳
页经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拿着手
机说，“通过这个系统的库存管
理功能，在线查询货物库存，免
去了去仓库一件一件清点货物
或者查询手工账簿的麻烦。系统
还能提供详细的财务报表，公司
财务情况一目了然，节省人力物
力。如果有人需要订货了，在惠
农e商上选择我要订货，通过农

行手机银行付款就行了。”
为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

品进城”渠道，农行积极打造“惠
农e商”服务体系，目前已在农村
搭建起贴合涉农产业链、农企农
户生产经营活动的线上化场景，
初步形成了面向涉农生产企业、
农批市场、农户等“三农”客户的

“农村惠农圈”和“涉农产业链”
服务模式。近年来，农行山东分
行电商金融规模持续提升，到2
月末“惠农e商”商户规模达19万
户，存量、增量均居全国农行系
统首位。3 . 7万个惠农通服务点
上线“惠农e商”，总量居全国农
行系统首位。

德州聚成商贸有限公司作
为金龙鱼品牌德州总代理，承担
着向下游包括现代渠道、传统渠
道以及特通渠道在内的2000余
家零售商户配送货物的巨大压
力，涉及米、面、油、日用百货等
多种产品，年交易额2亿多元，被
德州市政府评为放心粮油工程
指定经销处。以往，由于零售商
都是线下订货，总经理周洪泉不
是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盘点库存，
就是整理纸质单据，事无巨细，
都需亲力亲为。

周洪泉说，我们经销商交易
量大而分散，库存管理混乱；线
下线上多种支付手段，会计核算
复杂。这些问题随着业务规模扩
大日益显现，管理成本攀升，最

终阻碍自身发展壮大。后来，是
农行的惠农e商服务从源头为我
们解决了管理难题。

如今，惠农e商已渗透到德
州聚成商贸有限公司日常经营
的方方面面，成为真正的企业管
家。每天，周洪泉只需在手机上
登录平台，根据下游商户订单安
排发货，系统会自动进行线上收
款，免去人工对账环节，大幅降
低了管理成本。

“惠农e付”优化农村

支付环境

“这个聚合支付确实不错，直
接扫码支付，方便快捷。钱还能直
接到银行卡，省去了提现的麻烦，
我太需要了！”菏泽市牡丹区一位
商家在听了农行聚合支付的介绍
后，非常感兴趣，当场开通了该业
务。农行的快捷支付、扫码支付等
网络支付新利器，正在为用户带
来便捷的支付体验。

近年来，农行山东分行大力
推广“惠农e付”支付结算服务，
依托“金穗惠农通”工程，打造了
集各种支付场景、支付渠道和支
付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收银台”，
不断扩大网络基础金融服务覆
盖，有效解决了“三农”生产经营
和生活服务场景下的支付难题。

目前，该行已推出聚合扫码
支付等近20种支付方式，全面覆
盖手机、电脑、终端等线上线下
渠道，满足商户赊销、合并支付、
授权支付、货到付款等多种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支付结算服务需
要。在满足涉农企业支付结算需
求的同时，为广大农户提供日常
生活缴费、涉农补贴资金代理等
全方位支付结算服务，极大地方
便了农村居民的支付结算。到2
月末，农行在山东省县域贴码认
证商户、电商模式缴费商户分别
达2 . 9万户和1255个。

据媒体报道，姚先生2016年
买了一份华夏保险的年金型保
险，保费要连交10年。但当时保
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
在第二年提出申请，免交之后9
年的保费。然而，第二年他提出
申请，保险公司根本就不同意。
姚先生认为，华夏保险存在误导
消费的行为。保险监管部门表
示，保险公司的保单不能以“利
息”等表述来诱导顾客购买。

保险收益比银行高？

2015年12月，姚先生参加华
夏保险的产品说明会。其间，工
作人员介绍了一款年金保险产
品，并声称产品不仅能投保，还
可存钱理财，收益比银行高。

“张经理说这款保险存在缺
陷，可以只交一年保费，在第二
年提出申请，能免交后面9年的

保费，理财账户照常可以投资理
财。”姚先生说，这款产品叫华夏
福临门年金保险(2015至尊版)，
附加一款叫华夏金管家年金保
险的副险，可以当作理财账户存
入资金赚取收益。缴费期为10
年，合同生效后从第一年开始，
每年交一次，产品保障至被保险
人80周岁，但前提是被保险人无
重大疾病或伤残。保障期结束，
可连本带息取回，收益可观。

2016年1月14日，姚先生和华
夏保险签订了一份保费20万元
的合同，缴费期是10年。“我打算
把积蓄存入保险的理财账户”，
截至2018年1月，姚先生在这款保
险产品上共投入603万元，包括
保费和理财账户里的钱。

姚先生表示，其中不少是从
亲戚朋友那借来的，“我现在退
休在家，根本没能力续交，如果
不是保险公司的人说第二年可
以申请免交保费，这么高的保费
我根本承担不起”。2018年1月，迫
于资金压力，姚先生向华夏保险
提出退保申请。

经过沟通，保险公司最终同
意退还本金603万元，补偿利息11
万元。“603万元存银行两年多，
利息也有40多万元。”姚先生对

这个补偿方案并不满意，他认为
是保险公司以高额“利息”诱导，
让自己蒙受损失。

“利息”宣传是否合规？

记者注意到，在华夏保险与
姚先生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存在

“利息”等字样。那么，用“利息”
来宣传保险产品合规么？记者拨
打了12378全国保险消费者投诉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保险公司
宣传时不得使用“利息”“预期收
益”等词语，也不得将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等人身保险产品设计
成中短存续期产品，应坚持产品
的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性质，保
险公司不得承诺除保证利益以
外的其他收益。

记者从某国有大型保险公
司了解到，保险公司年金保险
中，是不能单纯用“利息”这种说
法来表示保险产生的收益，附带
万能险账户的年金保险，产生收
益在合同中应使用“结算利息”

“账户现金价值”等字样来表达。
2016年9月6日，中国保监会

曾印发《关于强化人身保险产品
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
在演示保单利益时，不得存在以
下行为：保险公司使用“利息”

“预期收益”等词语宣传产品。

推介是否涉嫌诱导？

采访中，华夏保险的张经理
不承认有过免交保险费这样的
承诺。“我没说能免交，只是告诉
姚先生可以把副险理财账户中
的钱转作保费。”张经理表示，签
订的合同中有明确规定，这款保
险需要连续交10年保费。据了
解，这款保险产品只有在被保人
出现重大伤残等情况下才可以
提出申请免交保费，否则只能按
照当前产品的现金价值退款。

“姚先生并不符合全额退保
的条件，他已支付的100万元保
险费只能退回20万元左右，现金
价值只有五分之一，理财资金
503万元可以随时退还。”而保险
公司答应将100万元保费全额退
还，张经理认为，这对于保险公
司来说是有损失的。

保险监管部门的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
介绍保险产品时，不能故意混淆
保险与存款的概念，不可以夸大
收益，隐瞒合同重要内容等。如
果销售人员确实有违规行为，会
予以相应处罚。

现代快报

农行互联网金融助力山东乡村振兴

华夏保险涉嫌“高收益”诱导退休老人投保

中信银行因商户
“涉黄”获“金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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