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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7

10元入股信用社29年分红51.5元
赵先生表示，1984年的10元钱和今天的10元钱不可同日而语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第三期寻宝活动添新宝物
地点设在乐天玛特超市(滕州店)

本报枣庄6月19日讯
(记者 孔红星 ) 自本报
推出寻宝活动后，吸引了
众多商家提供宝物，滕州
乐天玛特超市和迪诺雅家
具也加入本期的寻宝活
动。

“我们也愿意为活动
提供奖品，吸引更多的市
民参加。”19日，滕州美铭
家居广场，四楼北电梯口
的迪诺雅家具负责人，报
名参加寻宝活动时说。寻
宝活动提供了20张价值300

元的代金券，以及6幅精美
的墙壁装饰画。据了解，迪

诺雅家具是深圳仁豪家具
旗下高档品牌，产品借鉴
北欧最时尚前沿的设计理
念，结合东方传统文化，打
造优雅灵性、自然和谐的
经典产品，高贵、时尚、温
馨、自然、和谐的品牌文化
和核心价值理念，力求令
消费者在物质、功能和心
理上同时达到满足。

为增加活动的新颖
性，第三期寻宝活动地点
定在滕州乐天玛特超市。
同时，该超市也将为活动
提供丰厚的奖品和便利条
件。乐天玛特超市滕州店

相关负责人介绍，寻宝活
动本来就是集娱乐性和公
益性为一体的全民活动，
超市也要全力支持。

为了增加大赛的参与
性，进一步回报社会，本报
同 时 面 向 社 会 征 集“ 宝
物”、场地和冠名商。凡为

“读者寻宝大赛”提供宝物
或其他合作形式的企事业
单位，本报均相应地给予
各种宣传回报。“宝物”为
协办单位提供的现金或现
金折扣券或实物。

本报将专门制作宝物
标志，寻宝者只要在特定

区域内寻找到标志，即可
兑换相应的宝物。由于寻
宝场地等原因，具体寻宝
场次可能会限定人数，读
者要想参加寻宝，一定要
及早到场排队报名。

您想体验一起寻找宝
藏的乐趣吗？你想寻找到

“钻石”宝物吗？你想体验
全民总动员的激情吗？即
日起关注本报“寻宝”系列
报道吧 !神秘的TA将与您
一起，开始欢乐的寻宝旅
程。详细内容可电话咨询
18663271097或者加入齐鲁
晚报滕州群235992993。

本报枣庄6月19日讯(记
者 甘倩茹) 为加强滕州
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管
理，规范办学行为，滕州市人
社部门从17日开始对各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进行年检。

本次年检的主要内容主
要对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期间
依法办学、规范办学情况进
行检查。据滕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介
绍，年检的具体内容为：机构
设置、办学场所及教学设施、
规章制度建立、管理人员和
教师配备、财务管理与招生
广告审核、安全卫生、自觉接
受监督检查等情况。年检的

范围为滕州市辖区内经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办学
的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同
时，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进行
清理整顿。

据了解，去年的年检中，
滕州24所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有两所因不合格被取消
办学资格。年检不合格单位
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整改，整
改期限为一个月，整改结果
经验收合格后，在进行年检
验章。凡不进行认真整改，或
整改后仍不合格者，将依据
国家有关规定，取消其办学
资格，收回办学许可证和公
章。

民办职业学校年检

不合格单位要整改

近日，滕州市西

岗镇的赵先生在清理

房间时，找到了一本

1984年入股西岗信用

社的社员股金证，上

面写着入股股数5，金

额10元。当赵先生拿着

股 金 证 去 找 信 用 社

时，却被告知只能获

得20元的分红。19日，

滕州农商银行西岗支

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完全是按照

上级的文件为1993年

以 前 的 客 户 办 理 兑

付，赵先生可以得到

51 . 50元的分红。

大图为股金证的反面，
小图为股金证的正面。

19日上午，记者从赵先
生那儿看到了他所说的股金
证，红色的封面上用烫金字
写着“山东省农村信用合作
社社员股金证”，翻开股金
证，上面记录着发证单位为

“西岗信用社”，发证日期为
1984年1月，居住地址为清泉
寺，入股股数5，金额10元，盖
着“山东省滕县西岗信用合
作社”的公章。

记者看到，在股金证的

另一侧有发放股息 (分红 )记
载，但却是一片空白，意味着，
赵先生从1984年用10元入股
到西岗信用社后，迄今29年从
未领取过红利。

赵先生告诉记者，这个股
金证大概是他在一年前找到
的，以前的西岗信用社已经变
成了现在的滕州农商银行西岗
支行。随后，他便去了这个银行
咨询，但每次工作人员都告诉
他只能分到20元钱。“在1984年

时，10元钱可不算是小数目，现
在只给20元我无法接受。”

19日，滕州农商银行西岗
支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
多年前，这种股金证曾清理过，

“当时应该是在各村通过大喇
叭广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赵
老先生没有前来兑付。”现在赵
先生的分红经过计算应该是
51 . 50元，再加上10元的股本，最
多可以拿到61 .50元。

赵先生告诉记者，以前的

西岗信用社已经变成了现在的
滕州农商银行西岗支行。随后，
他便前咨询，但每次工作人员
都告诉他只能分到20元钱。“在
1984年时，10元钱可不算是小数
目。”

19日，滕州农商银行西岗
支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
多年前，这种股金证曾清理过，
现在赵先生的分红经过计算应
该是51 . 50元，再加上10元的股
本，最多可以拿到61 .50元。

29年从未领取过分红 现在只得51 . 50元的红利

以前赵先生的居住地清
泉寺现已改为清泉社区，记
者采访了西岗镇清泉社区的
赵会计，他告诉记者，他从
1 9 8 2年就在清泉寺当会计，
他记得1984年时西岗信用社
鼓励村民入股当股东，说会
分红，当时大约有二三十户
条件好的村民入了股，他也
入了一股，但是从未见过分

红。
赵先生认为，29年前入股

10元钱，现在清理只给20元的
分红他认为不合理，就是按照
银行新算出的51 . 50元分红，
他也不能接受。他认为，按照
这么多年的物价行情，1984年
的10元钱和今天的10元钱已
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这么
多年算存款利息也应该比这

多。”赵先生称，“按理说，既然
我们已经入了股，就是信用社
的股东，信用社应该按照每年
的盈利情况，年年给我们分
红，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给分
红呢？作为股东，我们对信用
社的财物情况应该具有知情
权吧？可入股多年来根本就无
法得知信用社是否盈利，盈利
多少等情况。”

在采访中，记者还遇到
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曾经
入股的村民，“现在信用社说
已经清理了我们这些村民股
东，可是，当年信用社经营状
况不好时，我们这些村民股
东在没有分红的情况下都跟
着挺了过来，现在，信用社效
益变好了，却又一脚把我们
踢了出来，这是否公平呢？”

村民质疑信用社计算方法未“与时俱进”

滕州农商银行西岗支行
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来西岗支行工作期间，没遇
到有村民来问过此类事情的
情况，不知道当时村民咨询
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解释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赵老先

生算出的分红是20元钱。
这名负责人给记者出示

了一份2012年山东省农村信
用 合 作 联 社 出 台 的《 关 于
1993年 (含 )以前入股股金兑
付的有关意见》，里面给出了
应付股息和红利计算的方

法。“我们一直是按我们的上
级文件执行的，像赵先生这
种情况，按照文件规定，1984

年至1993年之间，这9年，分
红年度比例按照年息不超过
15%计算，10元的分红一年是
1 . 5元，9年就是1 3 . 5 0元，而

1994年至2013年，分红年度比
例按照年息不超过20%计算，
共19年，是38元，这样一共是
51 . 5 0元。”负责人说，“现在
赵先生可以拿着他的身份证
和股金证到我们银行来兑
换。”

所涉银行表示红利为51 . 5元

对于此事，相关媒体
也曾报道过，邓先生反
映，1953年，父、母亲分别
缴纳2万元入股该乡信用
社，成为一名社员。1991

年，父亲去世前将两张股
金证交给邓先生。邓先生
说，“当时承诺有分红，但
59年来从未接到开股东
大会、领分红的通知，俺
这4万元的股金证放了59

年，到底应该兑换多少
钱？”

对此，农村信用联社
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邓
师傅虽然拥有这两张股
金证，但并不是持证本
人，信用社会计部门规
定，所有票据信用社只保
留15年，15年后进行统一
销毁，而邓师傅的股金凭
证是60年前签发，现存账
目根本查阅不到，“查阅
不到就有可能已经领取
过，所以无法兑换”。

对于邓师傅提出分
红的说法，农村信用联社
负责人表示，信用社建设

初期一直亏损，根本无利
可分，近几年才有所好
转，而且在1965年、1983

年、1996年、2007年信用联
社就分别对原有股金证
进行收回，重新扩股，如
果按邓师傅的要求进行
分红，会危及其他股东利
益。当时1万元，在币制改
革后相当于现在的一元，
按照购买力，升值100倍，
信用联社愿用400元收回
两张股金证，但邓师傅没
有同意，他认为应该兑换
更多的钱。

新安县农村信用联
社上级部门农信办，一名
工作人员称，之前信用社
属于信用合作社，是一种
互帮互助性质，此后经过
多次改制，发展为现在的
农村信用联社，工商局注
册性质为股份合作制。

“ 从 严 格 意 义 上 来 说 ，
1994年前的股金持有人
属于社员，不能称之为股
东，所以邓先生并不是农
村信用联社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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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59年前4万入股

信用社称现在可兑换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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