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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
经济条件提升，出国留学人数
急剧上升，出国留学成为有志
青年实现自我提升的新选择，
出国留学不仅是人生旅途中磨
练意志、积淀底蕴、储备价值
的宝贵经历，它引领着莘莘学
子的个人梦想，也承载着家庭
的嘱托和希望。

邮储银行一直秉持“进
步，与您同步”的核心价值理
念，面向市场，情系客户，专
门为留学客户打造了本外币组

合型个人金融产品，产品组合
包括留学咨询、留学贷款、存
款证明、外币携带证、外币存
款、国际汇款、结售汇、海外
开户见证、全币种信用卡等多
款金融产品，设计充分考虑留
学客户留学申请阶段、国外求
学阶段及归国创业阶段的全方
位金融需求，提供立体化、一
站式的出国金融服务，让您的
留学之路多一份选择、更多一
份从容。

留学之成功在于结果，而

成功的结果则取决于一丝不苟
的过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将
以专业、严谨、务实、高效的
出国金融服务陪伴您的求学之
旅。让视野更远！与世界更
近！助梦想成真！

>>温馨提示：

2016年，选择邮储银行出
国金融服务尊享四重优惠：

第一重：资费优惠多。
2016年7月-9月，银邮国际汇

款五折优惠，VIP客户、留学
贷款客户办理本外币存款手续
费全免，让您更省钱、更便
捷。

第二重：留学礼包优。
2016年7月起，在我行办理两
项及以上出国留学业务即可获
赠出国留学大礼包，让您的出
国之旅更安全、更安心。

第三重：贷款
利率低。贷款利率
低、审批快，额度
最高500万元，方便

快捷、方式灵活，不占用日常
资金，满足签证保证金、出国
留学费用需求。

第四重：产品服务全。不
仅为您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
邮储银行还携手国内知名中介
服务机构，为您提供全方位留
学规划指导，更享邮储客户超
值特惠服务。

“排队，又是排队！”李先
生去某银行缴纳交通违章罚
款，没想到排号机显示已经
有30多位顾客排到自己前
面。现在互联网技术这么发
达，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
大家通过网络自助缴费？

近日，山东省内第一款
交通违章查询、缴费APP

“违章缴费易”正式上线，该
款APP可以通过“银联在线
支付”支持各种银联卡实现
缴纳交通违章罚款。这意味
着，今后全省2000多万驾驶
员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互
联网+交管”带来的便捷服
务。

据了解，“违章缴费易”
APP由山东省公安厅授权，
山东安之畅公司与银联山
东分公司共同合作开发，
APP与山东省交通管理信
息平台、银行、银联、财政等
系统数据互通，查询和缴费
信息处理及时性、准确性居
全国同类产品前列，通过

“违章缴费易”进行违章缴
费，业务解锁时间约15-30
分钟内即可完成，此效率大
大领先线下代办业务或同
类APP平台，解决了广大驾

驶员违章缴费往返交管部
门、银行奔波之苦。

“违章缴费易”APP所
有服务通过“银联在线支
付”实现并完全免费。能够
查询和缴费，支持各种银联
卡(包括工农中建交招等全
国性银行和山东农信、齐
鲁、潍坊银行等城商行)，这
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省时
省力省心，让山东广大车主
得到最贴心的服务，促进山
东省交管“互联网+”进程。

目前，“违章缴费易”
APP安卓版与iOS版均已正
式上线，广大驾驶员和机动
车车主只要通过应用商店
下载该款APP，简单注册后
即可享受违章在线查询、在
线缴费、车辆违章信息推送
等便捷服务。

该款产品已开通违章
查询、违章缴费、机动车信
息查询、驾驶证信息查询等
功能，近期还会分批次分地
域逐步开通用户违章自主
处理(扣分)、违章信息推送、
车辆审验等服务，并与财
政、银联合作，实现各业务
线上一体化服务。

（财金记者 程立龙）

“当前，尽管资金存管
已成为监管部门对于互金
平台的指定动作，但现阶段
对于银行而言，更大的担忧
或来自于风险，所以银行在
选择平台做资金存管时是
非常谨慎的。”专家表示。

合力贷创始人、CEO刘
丰称，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平台上线银行资金存管的
要求被“坐实”。银行存管是
投资者账户资金安全的有
效保障，解除了账户余额资
金被平台“资金池”化的被
动风险。

“因此，有志于长期发
展的平台都在积极推进，但

推动资金存管的工作，进展
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
刘丰如是说。

另据盈灿咨询最新数
据统计，当前与银行签订了
资金存款协议的P2P网贷平
台已达126家，但真正完成
银行存管系统对接的P2P平
台仅有35家。

今年以来，P2P行业迎
来了最为密集的监管风暴，
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场
规模空前的专项整治行动，
各地金融办、工商局、公安
部、行业协会伺机而动，P2P
行业进入“清理整顿”模式。

(本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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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时刻的承诺：
我就是你的儿子

十年前，许西涛的同学上官
继龙在内蒙古突发心脏病去世。
上官继龙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离
异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党凤英和
儿子上官熙沐，现如今，他一离
世，家中的顶梁柱倒塌了，留下
一老一小万分悲凉。

作为同学的许西涛连日奔
波处理好上官继龙的后事，又拿
出家里的钱帮助党阿姨和小沐
沐。

为了偿还儿子生前欠下的
债务，党阿姨卖掉了房子，许西
涛想把她和沐沐接到自己身边
生活，可党阿姨怕麻烦他，执意
不肯。党阿姨带着沐沐，去了自
己的亲哥哥家，许西涛心想这也
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是血脉相
连，党阿姨和沐沐一定会生活的
很快乐。可是三个月后，许西涛
接到了一个让他痛心不已的电
话。

“西涛，我和沐沐走投无路
了！”党阿姨哭着说。原来党阿姨
的哥哥怕他们将来会是累赘，就
狠心下了逐客令。许西涛郑重的
说：“党阿姨，我现在说的话你要
记住，要记一辈子。我许西涛从
现在起就是你的亲儿子，你就是
我的娘，沐沐就是我的孩子，作
为儿子，作为父亲，我有义务照
顾你们、保护你们！从今天起我
们一定要幸福的生活的在一起，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不
会再让你们受一点委屈。”

孩子心底的呼声：
我能叫你一声许爸爸吗

为了方便照顾又不打扰他
们的生活，许西涛在自己家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支付了租金、水
电费等费用，安顿祖孙俩住好。
他还安排沐沐和自己的孩子在
同一所幼儿园上学，他说：我的
孩子有的，沐沐也一定要有。

沐沐渐渐长大，他快乐、自
信、学习优异、待人和善。许西涛
疼爱他，但却不娇惯他，每次沐
沐犯错，他会从一个和蔼可亲的

“许叔叔”变成一个一脸严肃的
“凶叔叔”。当“凶叔叔”出现，沐
沐心里就会打怵，那种感觉很奇
怪，就好像小时候爸爸训斥他的
感觉一样。

有一次沐沐犯了很严重的
错误，许西涛一气之下打了他的
屁股。沐沐自觉的走到墙边去罚
站。这时，许西涛心里却不是滋
味了。

“刚才打的还疼吗？”他关切
的问。

“不疼了。”孩子低声地说。
“我——— ”许西涛想对孩子

说些抱歉的话，可孩子打断了
他：“我能叫你一声许爸爸吗？”

许西涛愣住了，他不敢相信
的看着沐沐亮闪闪的小眼睛，沐
沐又说了一遍：“我能叫你一声
许爸爸吗？没有人敢打我，只有
你和我爸爸打过。”

孩子简单稚嫩的表达戳痛
了许西涛的心，他一把把沐沐搂
在怀里，两行热泪滚落，坚定地
说：能，当然能。

老人术前的叮咛：
我要等西涛给我签字

后来，党阿姨为了孩子的学
习迁居到威海，许西涛工作调动
到了济南。许西涛无论多忙、多
累，每周都要按时给党阿姨和沐
沐打电话，抽空便回威海去看他
们……他不是党阿姨的儿子，但
他努力做到一个儿子应尽的本
分；他不是沐沐的爸爸，但他努
力做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他
说，我们是一辈子的亲人。

2016年初党阿姨查出动脉
血管堵塞，医生告诉她这个病很

危险，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是要
有人签字的党阿姨再三考虑后
拨通了许西涛的电话。“我想让
你作为家属来签字，别人我不放
心。”党阿姨说出了心里话。许西
涛脱口而出：“党阿姨，你等我，
我马上就回去！”

许西涛赶到威海某医院，他
听见病床上的党阿姨对前来催
促的医生说：“再等等，我儿子马
上就到，他给我签字。”许西涛眼
睛一热，接过护士手中的手术通
知单郑重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团队的力量：
老人和孩子我们帮定了

许西涛总是帮别人解决难
题，自己的事情却很少求人。唯
独有一次，远在威海的党阿姨突
发疾病，许西涛一时不能赶回
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威海中支
理赔中心的周雪峰，于是他拜托
周雪峰帮老人安排住院等事宜。
周雪峰听党阿姨说了她和许西
涛之间的事情，十分感动，他说：

“让我也帮您一把吧，我也是做
儿子的，知道当母亲的辛苦。”

2015年春天，在永安保险威
海中支总经理白延庆的号召下，
威海中支公司全体职工奉献爱
心、为祖孙俩捐款，并承诺提供
老人治疗期间的全部用车服务。
动员大会上白总的一席话说出
了全体职工的心声：“万一老人
有个什么意外，这孩子我们来
养！老人和孩子我们帮定了！”又
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从这承诺
中，我们看到了永安保险以为人
本的企业文化和熠熠闪光的企
业精神。

徐西涛是一名普通的保险
从业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的耕耘，在尽心尽力完成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坚守着自己的信
念和责任，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
会环境里更显的弥足珍贵。

(张积强 王娟)

从接近全国股转系统的相
关人士处获悉，目前股转系统正
在制定类金融企业挂牌新三板
的准入门槛及信息披露的指引
文件，待履行相关程序后，有望
在7月底公开发布。

自去年12月被监管层叫停挂
牌新三板以来，包括小贷、担保、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在内的
类金融企业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旦此次类金融企业挂牌新
三板准则公布，37家类金融公司有
望“起死回生”。目前处在待挂牌阶
段的类金融企业有6家，处在审查
阶段的类金融企业有31家。

接近股转系统的相关人士

透露，目前股转系统正在制定包
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
司、典当公司”等在内的类金融企
业挂牌新三板的准入门槛及信
息披露的指引文件，待履行相关
程序后，有望在7月底正式公布。

(吴海燕 刘艺文)

一一句句承承诺诺 十十年年坚坚守守
——— 感动齐鲁保险人、永安保险许西涛

新新三三板板有有望望重重启启类类金金融融企企业业挂挂牌牌

为加强渔家乐渔船用
电安全，近日，国网滨州市
沾化区供电公司组织供电服
务人员来到徒骇河边，检查
岸边停靠的渔家乐渔船的配

电柜、线路开关等供电设施，
并协助渔船上的线路维修人
员检查、维修渔船上的发电、
用电设备，全面保障用电安
全。 (董丽丽 张红洲)

沾沾化化供供电电保保渔渔船船安安全全用用电电

许西涛，一个四十多岁
的鲁南汉子，为了一句承诺，
做了十年的坚守和努力。十年
来，他用一腔真情温暖了六十
花甲却痛失爱子的老人，用一
片真心呵护了年仅四岁却已
丧父的孩童，用一句承诺撑起
了一个即将垮塌的家，用一
场执着的坚守感染了一个永
不停步的爱心团队。

感动齐鲁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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