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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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朱沙 窦静 臧志波

4月23日，在2018淄博金融活
动周启动仪式暨金融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签约仪式上，中国农业
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益虎代表该行与淄博市人民政

府签署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三年
(2018年至2020年)内，农行山东省
分行将对淄博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提供不少于30亿元人民币
的意向性信用额度。

据了解，淄博市政府将提供
政策支持、发挥平台优势，农行
山东省分行将提供信贷、结算等
金融服务，通过创新政银合作服
务小微企业机制，开展小微企业
批量服务试点，实现企业资源与
银行资源的有效对接。农行山东
省分行还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合
作，以“数据网贷”“微易贷”等新
产品为重点，搭建起“贷款在线
申请平台”，稳步实现客户贷款
申请、提款、还款“线上化”操作，

为广大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优质、
快捷的服务，切实解决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今年以来，农行山东省分行
持续加大产品创新推广力度，不
断提升小微金融服务水平。截至
3月末，该行在1 . 27万家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达到448 . 56亿元，较年
初增加45 . 35亿元，完成总行年度
计划的756%。

对于小微业务资源配置力
度，农行山东省分行积极实施
政策倾斜，加强激励引导，并在

“春天行动”专项营销活动中设
置小微业务考核指标，通过考
核激励机制推动小微企业业务
有效发展；创新小微企业“银保
贷”业务；在系统首家创新了无

追索权反向保理数据网贷线上
融资产品。

此外，“数据网贷”业务也是
农行山东省分行重点发力对象，
在为浪潮集团、五征集团上线

“数据网贷”业务的基础上，在
“春天行动”期间，3月成功上线
金锣集团“数据网贷”业务。该行
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增强发展
合力，扎实开展小微客户批量营
销活动，优选威海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集群等5个产业集群，
推行“信贷工厂化”运作，按照统
一模板、统一标准、统一流程，批
量调查、审批授信业务；在济南
和平支行、蒙阴县支行试点小微
信贷业务模板化运作，工作效率
进一步提高。

□记者 于传将

主打理财功能的银行保险，
保障功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
为“卖点”的收益到底高不高呢？

一则法院民事判决书揭开
了银行保险“高收益”的神秘面
纱。法院审判案卷显示，张女士
投保的 5 年期新华保险“红双喜
D 款 ”保 险 年 化收益 率 约 为
3 . 740% ，10 年期“红双喜 A 款”
保险年化收益率约为 4 . 497%。

新华保险“红双喜”这样的
收益水平是什么概念呢？目前余
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约为4%，5
年期的“红双喜D款”保险收益水
平还不如余额宝。而张女士投保

“红双喜”时，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为多少呢？2006年银行5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为4 . 14%，随后上升到
5 . 22%，2007年末银行5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升至5 . 85%。十年期的

“红双喜A款”保险收益水平竟赶
不上5年期的银行定期存款。

“红双喜”的“惊喜”

日前，张女士(化名)因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将新华保险和某
国有大行诉上法庭。这案件还要
从十年前说起。

审判法院综合各方提交的
证据认定，2005年5月20日，张女
士通过某国有大行向新华保险
投保了“红双喜D款”保险15份，
保险费1 . 5万元，缴费方式为趸
交，保险期限为2005年5月20日至
2010年5月20日。2010年5月23日，
张女士申领保险金。2010年5月27
日，新华保险向张女士转账支付
保险金17804 . 82元。

2006年8月4日，张女士再次
通过上述国有大行向新华保险
投保“红双喜A款”保险10份，保
险费1万元，缴费方式为趸交，保
险期限自2006年8月5日至2016年
8月4日。2016年8月5日，张女士通
过该国有大行申领保险金。2016
年8月8日，新华保险向张女士转
账支付保险金14496 . 69元。

据新华保险官方介绍，“红
双喜”系列产品(A、C、D款)是在
目前低利率时代针对老百姓投
资需求增大而设计的分红型理
财保险产品，这几款产品都有保
底的收益，采用保额(利滚利)的
分红方式，每年可以享受公司分
配的年度红利，末了公司赠送终

了红利，还可以享有一定的保险
保障。

保险公司的“保底收益”“保
额分红”“利滚利”，听上去很美
好。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从本
案可以看到，张女士投保的“红
双喜D款”保险5年总收益仅为
2804 . 82元，本金1 . 5万元，其年化
收益率约为3 . 740%；而张女士投
保的“红双喜A款”保险10年总收
益仅为4496 . 69元，本金1万元，其
年化收益率约为4 . 497%。

新华保险“红双喜A款”如此
低的收益水平，却被官方包装成

“这款产品是针对客户中长期投
资而设计的，客户购买后可以享
受长达十年的保险保障，且由于
保险期限长，公司的分红有所倾
向，分红相对要高一些。这款产
品收益性较好，适合有一定经济
实力，有一定资金、寻求稳定、长
期投资方式的人群”。

不可告人的“分红”

被诉诸法院之外，新华保
险“红双喜”也是网络上的“话
题焦点”。

记者注意到，某市阳光热线
问政平台有一则“买新华保险臭
名昭著的‘红双喜’，四万变成三
万多”的留言，并经该市保险行
业协会沟通协调，“当事人最终
同意新华保险的处理意见”。

“ 2011 年我在银行存款时，
柜台里一个较胖的男性工作人
员帮我办理存款手续，跟我说

‘钱存定期还不如做我们银行的
一款理财产品，红利比利息高多
了’，我说我不想买什么理财产
品，只想存款，他说‘没关系，先
了解一下，让我们的大堂经理跟

你讲解一下’。”上述留言显示，
“一个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女人自
称是大堂经理，后来才知道，其
实是新华保险的驻银行业务员
刘某。刘某向我表示，这是属于
银行的正规理财产品，安全有保
障，五万存五年，可以连本带息
拿出来，到手六万五，即有一万
五的红利，比存银行定期的利息
高出了一倍多。”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一
年。但我从来没收到过当初合同
里所说的每年必寄的分红报告。
打电话给新华保险，回复是‘统
一邮寄，到时帮你查一下’，然后
不了了之。第三年，新华保险的
业务员李佳梅送收据给我，我再
次强调，我要看分红报告。她仍
然给的是那句话‘我们公司统一
邮寄，到时我给你查一下’。”

“我问李佳梅，五年到期，
那本金连红利共六万五，是一
次到账还是说分开到账，她的
回答让我彻底震惊。她说：‘谁
跟你说的是五年啊，明明是二
十年的，二十年才能取出来。’
我说叫当初跟我签合同的刘小
姐来吧，她说，‘刘小姐离职了，
她说的不是事实，我现在跟你
说的才是真的’。”

“出于对本金的安全顾虑，
我认为退保是明智的选择。于是
我找到新华保险要求退保。新华
保险的主管任欢告诉我，‘分红
报告确实没寄，很多客户也没要
求看。’事实上，出于不可告人的
目的，新华保险的分红报告根本
没有邮寄过。”

“任欢又告诉我，‘退保可
以，但是要扣你的违约金，你的
本金会有损失三四千元’。此后，

我收到了新华保险转款，四万存
了四年，最后变成了三万多。”

银行保险的秘密

银行保险广受消费者诟
病，原保监会曾发文提示银保
产品销售误导风险，“近期部分
媒体报道‘存款变保单’、‘理财
产品变保险’的情况时有发生，
个别银行、保险渠道产品销售
人员在介绍理财型产品时，刻
意回避产品风险，模糊产品性
质，夸大产品收益，诱导金融消
费者购买保险产品，给金融消
费者造成了不便甚至是损失，
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
保险机构的声誉”。

据业内人士透露，代理保险
手续费丰厚是各大银行不遗余
力“卖保险”的主要原因。有多丰
厚呢？记者按照同一家银行的年
报测算，该行在2017年代理保险
产品的手续费费率是卖银行理
财产品的109倍、卖基金的8 . 35
倍、卖信托的4 . 12倍。

以工商银行为例，该行年报
显示，2016年工商银行代销保费
规模高达3360亿元。业内人士透
露，银行代销保险手续费平均费
率为 5% 左右。照此计算，2016 年
工商银行仅代销保险手续费收
入就高达 168 亿元。

诱惑如此之大，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银行卖保险坑蒙拐骗案
发率如此之高。如何识别误导销
售呢？监管部门提醒广大金融消
费者，在办理银保相关业务时注
意防范风险。一要提高警惕，向
销售人员详细了解欲购买产品
的性质，区分清楚该产品到底是
银行存款还是保险；二要合理评
估自身需求，根据家庭实际情况
和财务状况选择合适的理财方
式或者保障需求；三要认真阅读
合同，仔细研读保险合同条款，
尤其注意保单封面的风险提示
语和保险金额、保障责任、责任
免除等部分，做到心中有数。

此外，消费者如在银行误购
买一年期以上的保险产品，可以
在“犹豫期”内致电客服人员询
问或主动申请退保。按照相关规
定，“犹豫期”为投保人签订保险
合同15个自然日。如果发现购买
了被销售误导的非本人意愿的
保险产品，可在“犹豫期”内进行
无损失退保。

那些熟悉的、曾表现亮眼的
白马股，4月27日突然盘中急跌，
伊利股份(600887)、海信电器
(600060)、汇顶科技(603160)等多只
个股跌停；中国平安(601318)盘中
一度暴跌逾7%，收盘下挫3 . 53%，
平安银行(000001)也大跌4 . 99%，多
只白马股突变“黑天鹅”，都在追
问：白马股为何如此暴跌？分析
认为，业绩遭遇滑铁卢，是白马
股下跌的主要原因。

4月26日晚，伊利股份披露
年报显示，2017年度营收675 . 47
亿元，同比增长12%；净利润60 .01
亿元，同比增长6%。业绩看似不
错，但净利 6% 的同比增长已经
是近几年的最低水平。

同样，年报显示，海信电器
2017 年实现营收 330 亿元，同比
增长 3 . 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 .42 亿元，同比下滑
46.45%；基本每股收益 0.72 元，同
比下滑 46 . 43%。4 月 26 日晚间，
汇顶科技再扔业绩炸弹，该公司
2018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 .71
亿元，同比下降 21 . 9%；净利润
1935.62 万元，同比下降 88.96%。

进入 2018 年以来，新经济政
策、独角兽新政陆续出台，4 月 25
日国务院再推出 7 项减税措施，
助力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去年
已被机构资金抛弃的创业板，再
度成为主力资金的关注重点。

天风证券分析师徐彪认为，
沪深 300 和创业板指的相对业绩
或将出现反转。目前创业板一季
报业绩预告已经全面出炉，创业
板一季度同比增速高达 28 . 1%，
较 2017 年报的-5% 均出现大幅
度回升。另一方面，沪深 300 的业
绩可能在今年出现向下的拐点。

券商中国

农行448亿贷款呵护山东万家小微企业成长

银行保险收益高不高？

多只白马股
突变“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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