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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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陈小祁(化名)向
本报记者反映，哈罗单车517会
员日“集卡瓜分千万豪礼”活动
存在欺骗用户行为，骑行166次
集不齐“哈罗会员日”5个字。

记者进入“哈罗单车服务
号”看到，“ 517 会员日，集卡瓜分
千万豪礼”活动如下：“ 7 天骑行
车派送中：5 月 14 日起，每骑一
单就可获得一张卡片，集齐‘哈

罗会员日’5 张卡，100% 得 7 天
骑行卡。哈罗小贴士提醒：骑得
越多，集齐机会越大哦！”

陈小祁提供给记者的哈罗单
车账号显示，该账号共计骑行166
次，获得166张兑奖卡片，分别是

“哈”38张，“罗”43张，“会”35张，
“员”50张，“日”0张。“哈罗单车这
个517会员日活动欺骗性太明显
了，太让人失望了”，陈小祁表示。

5月17日，记者就上述哈罗单
车骑行166次集不齐“哈罗会员

日”5个字的问题与哈罗单车客服
中心进行沟通，哈罗人工客服“哈
罗小晴”表示，“这个是随机的，有
的骑行5次就有了(“哈罗会员日”
5个字)呢”。记者追问有多少人集
齐了“哈罗会员日”5个字，是否可
以公示一下，“哈罗小晴”表示，

“这个是不公布的，有很多用户都
有集齐呢”。记者一再要求公示哈
罗单车517会员日活动集齐情况，

“哈罗小晴”则很不耐烦地表示
“抱歉，这个无法提供”“这个活动

是技术来处理的”。
短短几分钟的交流里，“哈罗

小晴”一共出现了 3 次“抱歉让您
久等，客服繁忙，正在加急回复中，
请稍后”。还没等记者说完，“哈罗
小晴”就直接结束了会话，请记者
对会话进行评价。对于“哈罗小晴
是否解决了您的问题”，记者选择
了“未解决”，并给出了 1 颗星的评
价。诡异的是，上述评价在提交了
之后就变成了“已解决”。

记者随后给哈罗单车客服
中心留言表示“问题未得到解
决，请核实后答复”，但截至发
稿，未收到任何答复。

□记者 于传将

银保监会日前披露，存款、
信贷、理财投资、票据承兑等多
项业务存在漏洞的浦发银行，因
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被罚款5855 . 927万元。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
浦发银行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案由)共计19项。监管机构对其
描述为“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
经营规则”，且“提供不实说明材
料、不配合调查取证”。这在监管
层公开披露的罚单中，并不常
见。值得注意的是，存款、信贷、
理财、票据等业务是浦发银行违
规的重灾区。

从存贷业务来看，浦发银行
存在的虚增指标的主要操作手
法为“通过资管计划投资分行协
议存款，虚增一般存款；以贷转
存，虚增存贷款；违规通过同业
投资转存款方式，虚增存款。”信
贷方面，浦发银行被监管机构查
出“管理严重缺失，导致大额不

良贷款；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
款”等问题。

理财及投资方面，浦发银行
违规操作则更多。经查，浦发银
行存在“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
债权资产比例超监管要求；投资
多款同业理财产品未尽职审查，
涉及金额较大；通过基础资产在
理财产品之间的非公允交易进
行收益调节；修改总行理财合同
标准文本，导致理财资金实际投
向与合同约定不符；为非保本理
财产品出具保本承诺函；对代理

收付资金的信托计划提供保本
承诺；以存放同业业务名义开办
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并少计风险
资产”等7项违规问题。

票据业务方面，浦发银行
“票据承兑、贴现业务贸易背景
审查不严；票据资管业务在总行
审批驳回后仍继续办理；国内信
用证业务贸易背景审查不严”。

此外，罚单显示，浦发银行
的违规事项还有“向客户收取服
务费，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明
显质价不符；收费超过服务价格

目录，向客户转嫁成本”等服务
方面的瑕疵。

对此，监管机构对浦发银行
作出罚款5845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10 . 927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与此同时，浦发银行两家分
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被追责。其
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因违规开
展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行为，
该行高管董轶哲被警告和罚款5
万元；浦发银行徐州分行因违规
开展贷款业务，该行相关负责人
范新田受到警告和罚款5万元的
行政处罚。

此前，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曝
出造假大案，向1493个空壳企业
授信775亿元。该行被罚款4 . 62亿
元；该行原行长王兵被警告并罚
款50万元，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
工作。监管机构指出，“这是一起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
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
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反映
出浦发银行总行对分行长期不
良贷款为零等异常情况失察。”

买保险，就是为了获得一份
保障。然而，如果保单上的受益
人被莫名更改，作为投保人的
你，会是什么心情？

在富德生命人寿投过3份保
险的苍女士，就因为这样的担心，
现正在对还在投保期内的一份理
财型保险，提出全额退保的要求。

受益人莫名被改

说起3月初遭遇的不快，现
在，苍女士还激动不已。

据苍女士反映，2015年她在
富德生命人寿投了一份理财型
保险，保险额是逐年递增追加，
2018年，她可以追加到100万元，
再有一年，也就是2019年，她就
能收获回报了。

算着明年可能拿到手的数
额，还没到交保费的时候，苍女士
就将时间早早的安排好了。3 月
初，苍女士按时来到富德生命人

寿保险公司。在柜台前，她通过手
机操作，开始追加保费。当第一个
20 万元办理成功后，苍女士突然
发现，投保时自己填写的受益人，
竟变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

于是，苍女士当场质问工作
人员，谁更改了自己保险合同的
受益人？正在为苍女士办理业务
的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帮苍女
士做了调查，虽然承认是他们工
作人员，由于操作失误导致，但
却调取不出“更改痕迹”。

这样的结果，令苍女士很恐
惧。她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往里
投钱，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受
益人或者其他信息再被更改了，
明年自己该领钱时，领不到钱，却
连操作这一切的证据都找不到。

所以，苍女士提出要求，现
在与自己保险有关的记录，都不
要改动，她需要一个合理的解
释。剩下未追加的80万元保费，
也等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后，自己
再决定是否要继续追加。

回家等了差不多一周，保险
公司这边迟迟没有动静。但苍女
士早安排好的生意上的行程，不
得不动身了。

苍女士在外地期间，富德生
命人寿的工作人员联系了苍女
士。工作人员对由于他们的操作

失误给苍女士带来的烦恼道歉。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提出，现在
就可以帮苍女士改回来。

“别动，你千万别动，在这件
事调查清楚之前，一定不要再
改。”苍女士强调。

客户信息再次被改

3月末，苍女士忙完了生意，
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富德生命人
寿处理保险的事儿。然而，令苍
女士没想到的是，被改过的受益
人又改回来了。

“多可怕啊，他们想改谁就
改谁。我把钱投到里面，等我可
以拿钱时，却发现钱被别人拿走
了，我怎么办？而且，最重要的
是，在他们的程序里，谁来回更
改的受益人的痕迹，都追查不
到。”苍女士担忧地说。

为了尽快得到一个圆满的
答复，苍女士将此事投诉到了保
监会。随后，苍女士又接到了富
德生命人寿的电话，希望能跟苍
女士沟通一下解决的办法。对
此，苍女士的唯一要求就是全额
退保。

“我不会再把自己辛辛苦苦
赚来的钱，放到这样一家随便能
将客户信息改来改去的保险公
司。”苍女士说。

但对于苍女士的要求，富德生
命人寿一直未给出满意的答复。

苍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家
保险公司，先后共投了三份保
险，一份健康型、一份意外型，还
有一份就是手中的这份理财险。

之前的健康和意外，也都出
现了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受益
人被更改的情况。因为之前已到
期，涉及到的理赔，也都赔付到
位了，所以苍女士就没再追究。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现在还在继
续追加保费的这份理财型保险，
竟然也被篡改了受益人。

操作人员已被开除

3月30日，记者随同苍女士
来到富德生命人寿。该公司负责
人对此表示，对于为苍女士办理
业务的内勤人员，他们已作出辞
退的处理。而事情也确实如苍女
士反映的一样，是这位工作人员
操作失误，更改了苍女士保险的
受益人。

上述负责人表示，至于苍女
士所说的，找不到操作痕迹，真实
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已通过跟
上级公司的申请，调取了操作人
员更改的痕迹，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做出对操作人员的处理决定。

记者发稿时，苍女士发来消
息表示，因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
公司给出的回复，并未达到她的
预期要求，双方未达成一致，此
事还在协调中。

据《大庆晚报》

先放出“中国有1 . 4亿ED患
者，子公司新品有百亿市场”的
利好，让董事长和高管趁机在涨
停板上高位套现，常山药业
(300255)这波“割韭菜”引发监管
关注。

5月15日晚，常山药业披露
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
的公告，称公司“枸橼酸西地那
非片剂”(俗称“伟哥”)可以正式
投产并上市销售，据统计该产品
适应症的国内患者人数约1 . 4亿
人，未来中国潜在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百亿元级别。

在利好刺激下，常山药业股
票5月16日和5月17日分别上涨
10%和9 . 6%，公司董事长高树华、
副总经理丁建文和黄国盛在5月
17日减持了所持公司部分股票。

5月17日晚间，常山药业发
布股价异动公告，透露出公司相
关人员在股价异动期间出现减
持，在涨停板上套现近9000万
元，该公司还表示，“经自查，公
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
情形”。

高管减持消息一出，5月18日
常山药业封跌停板，报收7 .81元/
股。深交所随即通报：“已经对常
山药业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启动违
规处分程序”。这也“打脸”了常山
药业5月17日晚间公告在股价异动
中表态的自查结果。

深交所表示，常山药业信息
披露涉嫌违反《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高树华、丁建
文、黄国盛在该公司披露对常山
药业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减
持，“涉嫌违反《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
所已对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启
动违规处分程序”。 于传将

哈罗单车骑行160次集不齐5个字

浦发银行19项违规受罚5855万元

3份保单受益人遭篡改

富德生命人寿咋能做我的主？

常山药业
“割韭菜”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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