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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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因民
生银行存在违反清算管理、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等违法
违规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
付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规定，对中国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新兴支付清算中心)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41万余元，并处罚款
11464万元，合计处罚金额1 . 63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新兴
支付清算中心成立于2015年3月，其定位就是
全行新兴支付业态的综合清算平台，负责提
供本外币、境内外、线上线下的支付清算综合
服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转接清算资质
的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新兴支付清算中心)扮
演了类似银联的角色，承担了清算功能。

因违反支付清算相关规定被罚1 . 63亿
元后，民生银行表示已经撤销了此次被处罚
的厦门分行新兴支付清算中心，并成立总行

整改督导小组，对中心业务开展全面整改。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7月至9月，

先后对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新兴支付清
算中心)、平安银行开展了支付清算业务执
法检查，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金融监管的工作要求，整肃支付清算市
场秩序，防范支付风险。

3月29日晚民生银行披露的业绩报告显
示，2017年民生银行营业收入1442 . 81亿元，同
比下降7 . 01%；其中利息净收入865 . 52亿元，下
降8 . 59%，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9 . 99%；非利息净
收入577 .29亿元，下降4 .53%，占营收的40 .01%。

民生银行解释，利率变动导致利息净收
入减少。2017 年民生银行净息差为 1 . 50%，
同比下降 0 . 36 个百分点，主要受市场融资
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以来，全国生猪市场
价格持续下跌。北方地区跌幅
尤甚，天津、北京、辽宁、山西及
黑龙江的生猪价格曾在两天内
每公斤下跌1元，如此快速地跌
价让养殖户感到恐慌。

每年春节过后的猪肉需求
均处于低迷期，3月30日，北京
新发地市场的白条猪(肥)批发
价在5 . 5元/斤徘徊，而2017年同
期，白条猪价格接近10元。

根据机构测算，2017年猪肉
价格对CPI的拖累超过0 . 2%。进
入2018年，猪肉价格仍在下行，3
月下旬全国瘦肉型猪出栏均价
更是跌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此后几天开始弱势回升，但
根据多位专家的判断，今年猪肉
价格或无明显回暖可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胡冰川认为，这一
轮猪价下跌最大的问题是养殖
业或者说生猪养殖业在规模化
的过程中处于大跃进状态。政
府鼓励、资本进入、环保政策调
整等因素叠加，使得这一轮猪
肉价格结构性下降，已经影响
到了猪肉的价格中轴。“另一个
重要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猪肉的
消费都在增长，但是增速开始
趋缓，因为中国的肉类消费结
构逐步从红肉消费为主，转向
依靠红肉、白肉消费和水产品
消费的多元化蛋白质摄入。过
去完全依靠猪肉的蛋白质消费
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猪肉消
费还是会增长的，只是增速会
受到约束。”

分析指出，集中化生产决
定了“猪周期”更长，猪价波动的
振幅收窄，偏向于平稳。2018年
猪价如果继续下跌，依然会成为
CPI比较大的拖累项。 于传将

民生银行违反支付清算规定受罚1 . 63亿元

500万拆迁款变阳光“保险”
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差点赔上老命，王

永发近日终于向中国银行和阳光保险索回
了属于自己的500万元本金及利息。回顾自
己反复被骗、以命维权、索回钱财的曲折过
程，今年59岁的王永发觉得荒诞至极，他失
望而气愤地说：“这年头，咋连正规银行也让
人信不过哩？”

行长出面“撮合”业务

事情还要从2016年10月讲起。当时王永发
和老伴儿有500万元拆迁款到账。面对这笔巨
款，老两口仔细斟酌，反复商量，决定把钱存
入中国银行。“我们当时觉得，把钱存到银行，
一定最安全，最没有风险。”王永发说。

王永发讲述，随后自己来到附近的中国
银行。刚进门，一位身穿银行服装的工作人员
就上前，询问他要办理什么业务，王永发直言
要存点钱。得知金额高达500万元后，这位自称
是“银行职工”的工作人员立马热情起来。

这个人名叫王雅君。当时，她给王永发介
绍了一款理财产品，存期5年，年利率5 . 5%，并
承诺存钱半个月后就可以拿到13 . 5万元的利
息，到了年底则能拿到全部利息27 . 5万元。“她
反复跟我承诺，这个理财产品没有任何风险，
这么大的银行也不会骗我。”王永发回忆说。

为安全起见，王永发没有立即作决定，而
是回家和老伴儿商量。之后，老两口再次来到
中国银行，对王雅君的身份和该理财产品的
风险进行求证。

“你怎么证明自己是银行职工呢？”面对
质疑，王雅君表示，自己就是银行的正式职工,
王雅君还将行长杨冰叫来作证。

“杨冰跟我们说，王雅君就是银行的职工，
让我们放心存吧。”王永发说，杨冰见到他们夫
妇格外热情，还一副和王雅君很熟的样子。

见到王雅君真的找来行长作证，老两口
悬着的心才放下。2016年12月，王永发账户里
的500万元从中国银行划走，然而并没有拿到
相关协议。对于这一点，王雅君不停地说放心
吧，这么大个银行跑不了，回去等着就行。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约半个月后，王
永发收到了两份阳光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合
同。“厚厚一沓合同，上面字特别小，密密麻麻
的，我们没啥文化，根本看不懂。”一头雾水的
王永发赶紧联系王雅君。她解释说，放心吧，
这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的理财保险，“没有
任何风险，年底肯定能拿到27 .5万元的利息”。

之后王永发要求支取 13 .5 万元利息，王雅
君又劝他说：“如果不急用钱，就别取了，这样
可以复利计息，到年底一起取出来多好。”她还
承诺，银行将给王永发赠送 100 克黄金，帮老两
口申请免费的美国旅行。王永发还说，杨冰又
提出再加送 10 克黄金。有了这些解释和承诺，
再加上礼品的诱惑，王永发的疑心又打消了。

银行保险公司藏“猫腻”

2018 年 1 月，家里急需用钱，王永发想到
把理财产品的年利息取出来。结果到银行发
现，27 . 5 万元的利息现在只有不到 20 万元，

少了近 8 万元。当时，王永发被吓出一身冷
汗，以为是自己的银行账户出了问题，赶紧找
王雅君帮忙，可是却被告知王雅君已经辞职。

辞职了？王永发赶忙找到杨冰询问，这时
杨冰才承认，王雅君是阳光保险的推销员，去
年七八月份就已经从保险公司辞职了。当王
永发质问杨冰，当初为什么给王雅君作假证
时，杨冰不再说话。与此同时，王雅君已经把
王永发的电话、微信拉进黑名单……

王永发猛然醒悟，原来自己是被银行和
保险公司合伙给坑了，自己完完全全买了一
份保险。心急火燎的王永发赶忙拨打阳光保
险的客服热线，经客服人员解释后，王永发
才弄明白，这份保险合同期满日要等到自己
和老伴儿都达到100周岁，那时才能取回500
万元本金。

100 周岁？王永发当时吓坏了。“这太荒
唐了，谁能活到 100 岁？我入保时 57 岁，要
取回这笔钱得等 40 多年后了。”

阳光保险的客服告诉他，如果执意取回
本金，属于提前终止合同的违约行为，按合
同规定，只能根据投保金额目前的现金价值
折合退款。“按这种说法，要是当时退保，不
但利息会减少，还得再损失几十万的本金。”
王永发苦笑。

之后，王永发反复去找杨冰讨说法，出于
迫不得已，杨冰这才说出王雅君的联系方式。
在电话中，王雅君直言，“当时保险公司就是
这么培训，让这么说的”，所以才给了年利率
5 . 5% 的承诺。现在利息变少，自己也没办法。

王雅君还承认，保险合同一般存在 15 天
的犹豫期，期间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时，
王永发才恍然明白，当初王雅君之所以告诉
他半个月后能够一下拿到 13 . 5 万元的利息，
原来这是诱惑自己不要在犹豫期内退保。

至于为什么要身份造假，王雅君在一段

录音中坦白：“监管部门不允许保险公司在
银行驻点，所以公司不让我们说是保险公司
的。这一点我明白，公司不这么教给我，我也
不敢这么说。”

以命维权被反咬“诈骗”

去公安局报案，向监管部门投诉，找银
行行长讨说法，跟保险公司谈判协商。从发
现自己被骗的那天起，王永发老两口走上了
坎坷的维权之路……

“我的诉求很明确，退还500万元本金，
并按当初承诺的年利率5 . 5%，支付27 . 5万的
利息。”王永发说，“但我跑了一趟又一趟，银
行和保险公司总是你推我，我推你。”

对于王永发的诉求，中国银行表示，银行
是按照正规流程代理销售保险，具有居间服
务的权限，银行只是代理了这款保险产品，投
保人要取回本金的话需要和保险公司联系。

“银行一直说合同是跟阳光保险签的，
跟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觉得有问题，就
打官司告他们。可如果不是被误导，我能签
这种合同嘛？”王永发只好去阳光保险维权，
得到的答复是，可以退还500万元本金，但只
能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1 . 95%支付利
息，即9 . 75万元。

尽管各有说辞，但王永发始终觉得不是
这么回事，如果是代理保险业务，那么银行
就光明正大地代理，保险公司员工鬼鬼祟祟
地假扮成银行员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堂
而皇之地打着银行理财的旗号？“说白了，不
就是银行勾结保险公司，一起骗老百姓嘛”。

其实早在2010年，银监部门就曾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
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
可开展代理保险业务，但明确要求“不得将
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
等产品混淆销售”“商业银行不得允许保险
公司人员派驻银行网点”。

维权过程中，王永发还曾向派出所报
案，向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但都没有得到解
决。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以命维权。

2018年2月8日，王永发登上中国银行和
阳光保险共处的大楼楼顶，并向银行和保险
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把应得的本金和
利息退给自己，就以命维权。幸好派出所、消
防队等及时赶到，王永发才被劝下楼顶。

至此，银行和保险公司作出妥协，由保险
公司返还 500 万元本金和 27 . 5 万元利息，并
收回与王永发夫妇签署的所有合同、协议等
资料，还要求他撤回投诉。

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王永发是
在“诈骗”，因为银行已经事先告知其购买的
是保险产品。然而记者在银行提供的“双录”
影像中发现，银行所谓的告知王永发其购买
的是保险的时间，比保险单生效日期以及 500
万元转账日期都晚了十多天。同时“双录”中
再次出现了王雅君，她在银行工作人员一旁
站着，不时插话。王永发回忆说，当时王雅君
在旁边严重误导了自己。 经济参考报

猪价跌至8年最低


	2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