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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晚，有媒体报道，江西济民可信下属两
家子公司存入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的28亿元存款，遭银
行方莫名质押为第三方提供贷款担保。10月24日，“济
民可信”官方公众号为此发出《六问渤海银行南京分
行》一文。对此，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发布声明称：在与
相关企业日常业务办理过程中，我分行发现企业间异
常行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法解决。

明明存在银行的钱，却一分取不出来，这种事
对任何人恐怕都是一个噩梦。然而，这样一幕居然
在现实中真实上演。也正因此，渤海银行储户28亿
元存款“失踪”，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

当然，现在所能看到的信息，都是作为当事一
方的江西济民可信单方发布的消息。此事内情到底
如何，恐怕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但是，警方调查
归调查，面对储户的质问和公众的疑虑，渤海银行
也有责任及时向社会作出相应解释。但渤海银行南
京分行一份寥寥数语的声明，实在难以让人口服心
服，且只会让渤海银行的公信力进一步“失血”。

从济民可信的指控看，这起28亿存款“失踪”，
绝非只是“企业间异常行为”，渤海银行在其中扮演
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比如，济民可信指出质押担保过
程可能存在犯罪行为时，渤海银行却未及时报警；
80%相似度的假公章就能蒙混过关，不联系企业、不
依规定面签质押合同；渤海银行一边致歉一边又提
出，希望能够允许银行继续用山禾药业5亿元存款，
为华业石化从渤海银行贷款提供存单质押；在企业
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划扣4.5亿元存款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是否属实？济民可信提供的证
据显示，渤海银行在处理储户存款给第三方贷款做
质押担保时，存在严重的审核漏洞；出了问题，银行
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将错就错，牺牲储户
利益……种种指控，都是极为严厉的，有违金融行
业起码的规范。针对这些问题，渤海银行具体是怎
么处理的，理当也把证据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而
不是一味地装聋作哑。

银行是金融业的主力军，是为民众管理钱袋子的，
因而银行向来被认为是一个谨慎的行业。在一般人的
认知里，银行的管理，远比一般企业规范，相关的业务
流程，也更为严格。可倘若济民可信的指控属实的话，
渤海银行内部的一套管理流程，不仅可以说是形同虚
设，还不排除有“内鬼”参与，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目前，渤海银行南京分行面对储户的指控，采取
了回避态度。渤海银行乃至监管部门，对此显然不能
熟视无睹，而应尽快介入调查。这样的调查和警方调
查是并行不悖的，后者是查处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
前者则是查清此事是否存在银行无视规范、风控失
灵等问题，是为了捍卫金融业风险防控的底线。

储户的钱，如果存在银行都不能确保安全，这无
疑动摇了立业之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储户28亿元存
款“失踪”，关乎的不仅是渤海银行的诚信，也关乎整个
金融行业的声誉。这个事件中，银行是否恪守严谨和专
业，操作有无违法违规，公众期待能尽快给出一个
权威说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于平

北京冬奥组委25日发布了《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
手册》（以下简称《防疫手册》）。

《防疫手册》分两本，一本面
向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另一本面
向所有其他利益相关方，为其提
供了全面的防疫指导，有助于涉
奥人员为前往和抵达中国、参加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及离开北京
做好准备。

两本《防疫手册》涵盖了所有
涉奥人员的整个行程，对入境要
求以及闭环管理系统内实行的防
疫措施等细节进行了详细说明。

闭环管理：如已按照《防疫手
册》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入境中国
后，不需要进行21天的集中隔离，
可直接进入闭环系统。

疫苗接种：所有人员来华至
少14日前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
种，才可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
管理。所有根据《防疫手册》未完
成全程接种的人员需在抵达北京

后接受21天的集中隔离。运动员
和随队官员因医学原因申请豁免
疫苗接种，须个案研究后确定。

检测、追踪与隔离：将采取严
格的防疫措施，通过检测尽早查
出感染者，通过排查密切接触者
确定可能的感染人员，通过采取
隔离措施阻止疫情传播。

减少接触：最大限度减少接
触、佩戴口罩，并避免密闭空间、
人群聚集和密切接触等情况。

新冠疫情防控联络官：所有
参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
织将很快应要求指定新冠疫情防
控联络官。新冠疫情防控联络官
的职责是为涉奥人员提供帮助，
确保他们了解《防疫手册》内容，
并理解遵守规定的重要性。

第二版《防疫手册》计划于今
年年底发布。北京冬奥会将于
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北京
冬残奥会将于2022年3月4日至13
日举行。 据新华社

10月25日，在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7
场新闻发布会上，昌平区副区长
佟立志介绍，在社会面防控方面，
昌平区全面摸排中高风险地区进
返昌人员，10月18日至25日共排
查内蒙古、陕西、甘肃等重点区域
进返昌人员13724人，已全部管控
到位。通过敲门行动，摸排出10月

1日以来中高风险地区进返昌人
员3239人，全部纳入管控。全面加
强对各类经营场所严格落实防控
措施的检查，重点加强对棋牌室、
小药店、小诊所的监督检查，全区
298家棋牌室已全部关闭，依法关
停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的35家药
店、16家诊所。
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从济民可信发布的录音中
可知，济民可信“被质押”的存款
为“新易存”存款。2020年6月，渤
海银行南京分行辖内才成功落
地首笔“新易存”业务。

记者注意到，渤海银行南京
分行内控问题并非首次曝光。
2020年10月，苏银保监罚决字

〔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
示，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被没收违
法所得6577.56元，罚款人民币
125万元。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有
三项，分别为：贷款资金回流用
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在存
贷款挂钩行为，为同业投资业务
违规提供信用担保。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银
保监会曾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违
规案件，其中对渤海银行开出

9720万元大额罚单，共涉及34项
违法违规行为。

在此事件中的贷款方华业
石化，又是什么来头呢？天眼查
APP显示，华业石化成立于2019
年3月1日，实缴资本为10205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军，经营
范围包括危险化学品经营；石油
制品、燃料油、润滑油的销售等。

股权穿透图显示，华业石化
由江苏华之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华之业能源”）100%控股，
华之业能源由北京华昌置业有限
公司（简称“华昌置业”）100%持
股，而华昌置业又由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

然而2021年9月26日，华昌
置业曾发表声明，否认了与华之
业能源存在任何实控关系。

华昌置业声明中称，近期，公
司发现不法分子冒用北京华昌置
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虚假注册了江
苏华之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山东
国油华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和国
化实业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华业石
化和华之业能源还存在诸多蹊跷
之处，甚至出现母公司子公司易
位的情况。在成为央企子公司之前，
华业石化本身也有很多蹊跷之处，
成立两年，股东和法人变更频繁。

10月25日，记者致电华业石
化，但电话并未接通。

华业石化究竟是不是国企？
与渤海银行又是什么关系？28亿
存款被质押案后续如何发展，我
们将持续关注。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俞瑶 谢雨桐 陶玥阳

赛时闭环管理
北京2022年冬奥会《防疫手册》发布

聚焦防控一线

10月25日，因此次疫情滞留
在宁夏的近2000名游客开始返程
回家，滞留游客对在宁夏期间受
到的关怀和贴心服务深表感谢。

据了解，宁夏本次疫情发生
后，有旅行团和旅游专列近2000
名游客被滞留在中卫市、石嘴山
市、灵武市需要进行健康观测。
10月19日，600多名从疫情风险
地区转道来银川联游的外省游
客被安置在灵武市7家酒店；同
日来自全国6个省份乘坐旅游专
列的721名游客到宁夏石嘴山市
多家酒店妥善安置；同日一辆经
由内蒙古额济纳旗乘坐着610多

名游客的旅游专列抵达中卫市，
被有序集中安置到5家酒店并进
行了核酸检测。

为服务好滞留游客，当地疫
情防控服务保障工作人员全力保
障好餐饮，还提供水果、枸杞、牛
奶等，送上生日蛋糕。逐个登记游
客年龄、慢性病病史以及用药情
况等相关信息，为老人和孩子按
需提供一对一服务，安排临床和
心理医生，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
医疗服务和心理疏导。宁夏文旅
厅还为这批游客免费发放包含宁
夏27家4A级以上景区门票的“宁
夏旅游暖心卡”。

宁夏：因疫情滞留的近2000游客开始返程

10月24日，内蒙古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新冠疫情指挥部发布
公告称，当前，额济纳旗新冠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播迅速，危
害性大，自2021年10月25日零
时起，将对广大居民和游客实行

足不出户（店）的居家抗疫措施，
如有异常，请及时报告社区、酒
店或旅行团负责人。不听劝阻擅
自外出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依
照法律法规严格追究民事、刑事
责任。

内蒙古额济纳旗：25日起所有居民和游客足不出户

北京：昌平区298家棋牌室全部关闭

28亿存款不知情下遭质押
借贷方竟是假国企？
济民可信：交涉无果后报警 渤海银行：已报案

10月24日，针对网传的储户28亿元存款“不知情”下遭质押担保一
事，渤海银行官网发布南京分行声明称：“在与相关企业日常业务办理
过程中，我分行发现企业间异常行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
法解决。”

当日晚间，涉事企业母公司济民可信集团发文，针对案发当时渤海
银行为何不报警、被发现后仍要求继续质押资金、强行划扣4.5亿元存
款等问题，六问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件中的贷款方、被担保公司华业石化，在天眼
查股权穿透图中显示其为中石油间接持股100%的国有企业，但该股
权关系却遭到了中石油子公司华昌置业的否认。

10月24日晚间，知名医药集
团济民可信在其官方微信公众
号上发文《六问渤海银行南京分
行》。济民可信称，集团下属两公
司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禾药业”）和南
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生制药”），在渤海银行南京分
行共存款33亿元，但其中有28亿
都在企业“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渤海银行质押，用于为华业石化
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
石化”）提供贷款担保。而华业石
化与济民可信没有任何关系。

当日午间，渤海银行官网发
布南京分行声明，回应称：“在与相
关企业日常业务办理过程中，我分

行发现企业间异常行为，已向公安
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法解决。”

10月25日晚间，渤海银行发
布公告称：本行董事会注意到，
近日有针对本行南京分行的涉
及人民币28亿元质押担保业务
的报道。本行已就报道涉及的事
项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
法解决。本行目前日常运营一切
正常，且上述事项将不会对本行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江西济民可
信集团创建于1999年，业务覆盖
医药、能源、投资等领域，为中国
知名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集团，
总部位于中国南昌。2020年，济民
可信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90亿元。

昨日，记者致电济民可信，
发现其官网电话均为空号，而渤
海银行的证代电话也为空号。随
后致电子公司山禾药业，工作人
员表示稍后回复，但截至发稿尚
未收到有效回复。

此外，查询可知，济民可信与
上市公司济民医疗（603222.SH，
原济民制药）之间，存在一定的关
联。2020年12月，济民制药连续跌
停，位居医药板块前十大“熊股”。
2021年6月4日，济民制药正式更
名为“济民医疗”，公司证券全称
及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济民可信事件是否会对济
民医疗造成影响？记者就此致电
济民医疗，尚未收到回复。

济民可信28亿存款被莫名质押 渤海银行最新回应：已报案

假公章、假询证函疑窦丛生 山禾药业、恒生制药报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从

今年8月的一通电话说起。
济民可信方面称，2021年8

月19日，公司有人接到渤海银行
南京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来电
称，有人正在柜台将电子存款转
为纸质存单，并以此为他人贷款
办理质押，然而公司并没有任何
人去办理任何质押业务。

山禾药业表示，存款从未给
第三方办理过任何担保、质押，
在得到银行确认有人在办理5亿
元存单质押业务后，山禾药业要
求银行立即报警。而后，山禾药
业和恒生制药曾尝试支取存款，
每一笔都无法支取，经与银行核
实，确认每一笔都已经被质押，
共计28亿元。

企业大额资金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质押，8月21日，济民可
信与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协商，南
京分行给出的方案竟然是：希望

能够继续用山禾药业5亿元存
款，为华业石化提供存单质押。

济民可信提供的录音中，渤
海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总经理
助理管鹏程说，“一旦25号他（华
业石化）续不上，你这边（济民可
信）一旦不给他做，还不了了，逾
期，我们银行代付，第一时间就
会拿你们存单。你那边报警，好，
那整个存单28亿全部冻结，你存
单也拿不走，钱也拿不走。”

8月25日，因华业石化未能
在还款日偿还贷款，渤海银行南
京分行强行划扣了恒生制药4.5
亿元存款。8月26日，济民可信两
名工作人员曾携带公章、授权委
托书等，前往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柜台查询，希望调取公司在该行
所有办理业务的资料，银行工作
人员却明确表示不予提供。

由于多次交涉无果，9月3
日，山禾药业、恒生制药报警。

记者还注意到，山禾药业特
别提出存款质押期间，还涉及了
相关300余枚“公章造假”的问
题。而济民可信发布的录音中，
管鹏程承认了银行在验印方面
存在漏洞，“银行确实存在漏洞，
验印在80%或85%以上，就通过
了，也没有打电话给法人核实。”

济民可信还指出，渤海银行
南京分行方面可能出具了虚假
询证函。2021年3月，无锡方盛会
计师事务所对下属子公司山禾
药业进行例行调查时，向渤海银
行发出询证函，在函中“山禾药
业在渤海银行的7笔存款共计
10.1亿不存在冻结、担保或其他
使用限制”的内容下，渤海银行
回复“经本行核对，所函证项目
与本行记载信息相符”。但8月21
日，渤海银行营业部总经理胡兆
锋却承认，“每笔存款存入后的
几天内即遭质押”。

南京分行曾因违规提供信用担保被罚 华业石化竟然是“假国企”？

储户28亿存款“失踪”
渤海银行应尽快给出权威说法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正式公
布，10月25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张小宏
介绍相关情况。会上透露，《意见》明
确，要实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加强
婴幼儿照护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社
区足球场等设施建设。

《意见》提出促进区域和城市群
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城市、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等3项主要任务。《意见》从建设
高品质绿色建筑、提高城乡基础设施
体系化水平、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

造、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等5个方
面提出了转型发展的要求。

其中，《意见》提出，推动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人口、经济
发展与生态资源协调，完善城乡基础
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打
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意见》
还特别提出了要实施城市功能完善工
程，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幼儿园、中
小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社区足球场等设施建设。

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
额司司长田国民表示，我国绿色建筑

工作起步于本世纪初，相对于发达国
家晚30年左右，但发展速度非常快。
截至2020年底，全国绿色建筑面积累
计达到66.45亿平方米。但是绿色建筑
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技术要求落实
还不够充分、地域发展还不够平衡、
市场推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
保军则提到，促进区域和城市群的绿
色发展方面，住建部在推动绿色低碳
城市、社区和县城建设。目前住建部
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指导青岛市
落实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方案，指
导哈尔滨、南京等12个城市做好绿色
城市示范工作，此外还确定了58个生

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市。
据介绍，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方面，目前印发了《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指南》，制定和修订了相关标准，加
大财政支持。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市
共建成各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的项
目约有4万个。

杨保军表示，下一步住建部将编
制发布“‘十四五’城乡人居环境建设
规划”，建立历史文化保护项目维护
修缮机制，推动历史建筑绿色化的更
新改造、合理利用，加强传统村落的
保护利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北京报道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出台新意见

将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等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