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数千千担担保保公公司司仅仅四四百百余余家家有有牌牌照照
担保平台理财不受法律保护 市民需慎重投资

上周四，本报率先报道了《投资
担保扎堆开业，或涉违规揽资》的现
象，文章一经刊出，不仅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
和行业自律组织的高度重视，同时
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多家国内新闻门
户转载了相关文章。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协会
就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不少公
司打着非融资担保公司的名义，
以搭建平台为企业融资、替百姓
理财为借口，非法向社会公众吸
收资金，这种现象不仅在济南有
蔓延之势，周边省份也是愈演愈
烈，如果任由其发展，社会危害极
大。”看到报道后，省融资担保企
业协会相关领导第一时间联系本

报，该领导如此表示：“就像你们
晚报写的那样，前几年在河南洛
阳等地也曾经出现了几百家打着
搭建投资担保平台的口号向社会
进行非法集资的现象，最后卷款
跑路的公司不在少数，该地区涉
案资金超过数亿元，而且政府投
入了大量的精力处理此类事件，
但是投资人的钱能否追回还很难
说。”

其实，针对非融资性担保公
司出现的社会问题，去年底，经国
务院同意，银监会、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
局、法制办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
于清理规范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8

月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融资
性担保公司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规

范，重点是以“担保”名义进行宣
传但不经营担保业务的公司，防
范其以“担保”名义误导、欺骗公
众和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对从事
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理
财、高利放贷等违法违规活动或
违规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要
坚决依法查处和取缔。

根据省融资企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省目前在工商注册
备案的带投资担保字眼的公司达
到数千家，然而获得金融办颁发
的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机
构只有483家，而且这483家融资性
担保公司绝对不允许面向社会公
众获取资金，而是主要承担中小
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业务对接，负
责贷款担保工作，解决社会融资
难、担保难问题。因此，社会公众
需要区分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
资性担保公司的区别。凡是在繁
华路段开设门头，特别喜欢扎堆

在银行附近的带担保字样的投资
担保公司或者投资咨询公司都存
在或多或少的违规问题。老百姓
在咨询这类企业进行相关投资的
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记者后记
今年，受制于资本市场不景

气、国内实业市场低迷、房地产市
场泡沫论等相关因素影响，普通
老百姓的投资渠道愈发狭窄。在
通胀高企，物价上涨较快的背景
下，又逼迫老百姓不得不四处寻
找能够抵抗通胀的各类产品和投
资渠道。这就给社会上一些别有
用心的企业和个人创造了一些机
会。他们打着为企业融资的幌子，
承诺高息向社会融资，企业出现
问题就进一步吸收资金，“借新还
旧”以使资金链能继续转下去，然
而最终坑害的还是老百姓的利
益。 (财金记者 胡景波)

新三板很快将迎来全新系统
交易平台以及做市商功能。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总经理
助理隋强日前表示，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交易支持平台全网测试将于4

月19日开始，计划分三轮进行，然
后将组织全市场通关测试。通关测

试通过后，市场的交易平台将从深
交所的交易系统正式切换到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预计
此项工作将在5月份完成。

据介绍，截至2014年3月末，新
三板投资者开户数为13920户，比
2013年的9628户增加44 . 58%，其中

自然人12299户，机构1621户。据统
计，截至2014年4月1日，在660家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中，有
215家企业的前十大股东中有VC/
PE基金，占所有挂牌企业数量的
32 . 58%。660家总股本225 . 86亿股，V
C/PE基金持有13 . 81亿股，占所有

挂牌企业总股本的6 . 1%。截至2014

年4月1日，总计406支VC/PE基金
参与215家挂牌企业投资。其中，60

家是股权投资基金(PE)，占比15%；
其余346家是创业投资基金(VC)，
占比85%。

(吴黎华)

440066只只风风投投基基金金云云集集新新三三板板

泪雨洗不尽雾霾，悲伤唤不回
亲人。3月8日失踪马航飞机至今还
没有踪影，227名乘客的亲人已煎
熬40个日日夜夜；“4·10”海南小学
生春游交通事故，8名小学生遇难；
4月16日，韩国“岁月”号沉没，遇难
与失踪人数296人，100多名高二学
生失踪。真是一个悲伤的春天！

丧钟为谁而鸣?不要问丧钟为
谁而鸣,它就为你我而鸣!所有的人
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
不幸。这些灾难中，韩国版的“泰坦
尼克”号重大沉船事故率先被反
思。三副掌舵、船长弃船先逃，碰到
灾难时没有启动应急预案……许

多违背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的事
发生了。

该船是2013年3月在韩国正式启
用，不易存在因船只太旧等安全隐
患造成事故的问题，在声纳技术发
达、近海海域礁石分布的航线图较
完备、渡轮路线固定且成熟的当今，
游船在近海发生触礁事件已不多
见。巧合的是，泰坦尼克号海难也是
4月份发生的，那是在1912年4月14

日，离今天已经102年了。如果说技术
因素占前一次海难绝大部分因素，
这一次恐怕是人的因素才造成这么
大的伤害，本来在沉船前有时间组
织放下救生艇逃生的。

航空航海的技术“好望角”早
已发现，机长船长却把我们带上死
海。技术是第二位的，人永远是第
一位的。这是灾难做出的回答。好
佩服泰坦尼克号上的船长，撞上冰
山有他的责任，但处置得当，把有
限的救生设备让妇女与儿童先撤

离，自己却与船同沉。一百年过去
了，人类在忠诚于自己的职业操守
这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贪婪、自
私和怯懦的人性却随处可见。企业
唯技术、唯考核、唯指标、唯待遇，
却不以人为本，不从人性、责任和
操守上要求自己和别人。

忠诚与责任，背叛与逃避。日
常生活中人性的善恶如硬币的两
面互相反转尚可理解，但在危机时
刻人反而容易表现出忠诚与责任，
因为这是一个物种和民族延续和
生存的本能。忠诚与责任，对民族
国家和人类未来的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而对一个企业和家庭也是如
此。爱宝曾记得山东的一家银行曾
经蒸蒸日上，有一个阶段急功近
利，在发展高峰期突然出现一个重
大危机事件，也可以把这个事件称
为这家银行的泰坦尼克号，遇上了
事件后有关方面先尽力挽回，后追
究一二把手的责任，然后行业重大

反思。一些员工出现此事后跳槽，
爱宝曾劝一个哥们，要与企业共患
难，不能轻言放弃，一个普通员工
也要讲忠诚与责任，企业好的时候
奖金工资大大的，一有困难就弃
船，说明做人也是有问题的。果然
这家银行现在更加稳健地发展，后
劲十足地驶向美好的未来。

忠诚与责任，苦难与担当。泰
坦尼克号再大也就是一条船，一条
船的沉没不会影响航海业的发展，
及时从灾难上吸取教训反而让这
个事业更加壮大。怕只怕灾难发生
却不愿反思，不敢反思。那么，沉的
不只是船而是人心。家庭如此，企
业如此，国家亦如此。

忠忠诚诚与与责责任任 苦苦难难与与担担当当

□周爱宝

◎活动时间

2014年3月21日-2014年6月30日

◎活动对象

所有邮储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活动内容

邮储信用卡持卡人在指定
美食商户消费享专属优惠！同
时，单笔交易金额满100及以上，
享消费金额5%的返现，白金卡客
户享消费金额10%的返现，烘焙
甜品店消费50元即可获返现，不
限时段！不限菜品！

◎活动细则

(一)本活动自2014年3月21日
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具体时间
以商户营业时间为准。

(二)活动对象为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信用卡主卡和附属卡持卡
人，主卡、附属卡持卡人可分别参
加活动。

(三)返还现金将由邮储银行
于成功交易的次月底前计入持
卡人在活动中使用的信用卡账
户内，附属卡持卡人所获奖励
计入相应的主卡账户。

(四)活动次月底前，活动获
奖名单将公布在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官网信用卡频道“获奖通
知”栏位内，并短信通知返现
客户。邮储信用卡持卡人亦可
拨打40088-95580查询返现获得
情况。

(五 )参与者如对活动有疑
义，请于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
提出，过期将不再受理。

济南商户如右图，各地市美
食 商 户 详 询 邮 储 银 行 官 网 ：
www.psbc.com

信用卡最高享10%返现优惠

邮邮储储银银行行力力推推““悦悦享享美美食食””活活动动
近日，为回馈广大信用卡用户，邮储银行大力推出“悦

享美食”活动，持卡用户单笔消费100元以上即可获得返现，
最高可享受10%的返现优惠！

济南历下蜜粤餐厅 历下区泺源大街1号
银座新天地B区5号

0531-86998336

市中区蜜粤餐厅 市中区经四路5号
万达广场3楼东段

0531-81768890

天桥区高源
椒艳时光餐厅

天桥区北园大街427号
富雅家居一楼西侧

0531-85988688

济南历下华强广场
椒艳时光餐厅

历下区山大路157号
华强电子世界4楼

0531-67757766

高新开发区舜华
椒艳时光餐厅

历下区新泺大街2008号
联荷雨滴商业广场负一层

0531-88809158

椒艳时光餐厅
（恒隆店）

历下区泉城路188号
恒隆广场六楼(西塔)607号

0531-67967799

历下区经十路
茉莉餐厅

市中区经十路19288号
鲁商广场B1楼

053-167718806

茉莉餐厅
（恒隆店）

历下区泉城路188号
恒隆广场二楼内(东塔)218号

0531-67967766

济南槐荫茉莉餐厅
和谐广场店

槐荫区经十路22799号
和谐广场南区320号

0531-58591666

历城区华信
椒艳时光餐厅

花园路78-3号
华信银座一楼

0531-69955332

银监会联手央行规范银行与
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合作，于日前
下发了《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
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下
称10号文)，对客户身份认证、交
易限额、赔付责任等方面进行了
细化和规范。第三方支付的快捷
支付等业务将面临挑战，但实际
效果还是要取决于执行力度。继
四大行相继下调快捷支付的支付
限额后，此次10号文对快捷支付
的用途和开通等加强限制，可能
对包括余额宝等的申购产生影
响。最让第三方支付担心的还在
于，10号文和此前央行发的5号文
均强调，收单机构应当将交易信
息完整发送给银行，包括商户名
称、交易时间和地点，交易金
额，交易类型和渠道，交易发起
方式等等。

银监会、央行联手发10号文

快捷支付再受限

最近，一家名为信托100的网
站引起投资人的关注，该网站宣
称，投资者只需100块钱，就可以
购买原本门槛高达一百万的信托
产品。登陆“信托1 0 0”官方网
站，“100元起投”、“信托系余
额宝”的等醒目字样随处可见。
为吸引投资人，网站还列举了高
收益率、低风险、低门槛等优
势，称其预期年收益率高达8%到
12%，而其投资门槛低至每份100

元。而根据信托法相关规定，购
买信托产品最低门槛需在1 0 0万
元。“近期，一家名为‘财商通
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的
‘信托100’网站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募集资金、销售信托产
品的行为引起了投资者和媒体的
广泛关注。”中国信托业协会在
其官方网站发表的声明称。

信托业协会：

“信托100”属非法信托

天弘基金、银河基金、新华基
金和中信建投基金等基金公司率
先公布旗下基金一季报，备受市场
关注的余额宝最新规模也浮出水
面。一季报显示，余额宝一季度累
计申购高达9297 . 83亿元，累计赎回
5 7 3 8 . 5 亿 元 ，一 季 末 总 规 模 为
5412 . 75亿元，比去年底增长1 . 92倍，
一季度收益率为1 . 4663%，利润达
57 . 09亿元。余额宝规模破5000亿元
也使得天弘基金成为规模最大基
金公司。

市场人士指出，随着资金价格
常态化回归，货币基金将“退守”常
规收益，“宝宝军团”动辄6%以上的
高收益将暂告段落。今年债券基金
收益有望超过货币基金。

首批基金季报公布

余额宝规模破5400亿

投资担保扎堆开业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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