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民生银行临沂锦绣
蓝山社区支行在兰山区通达路
375号正式营业。一开始，周边社
区居民对于这种开到家门口的银
行感到有些新鲜，相对于传统的
银行营业网点，社区支行显得有
些娇小。民生社区支行作为打通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先锋队，
以“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理念
坚持做社区住户身边的银行。俗
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十
平米的面积囊括了如存取款、开
户、理财、改密、申请信用卡、消费
贷款、小微贷款、商户二维码等多
数业务。

锦绣蓝山社区支行依托锦绣
蓝山社区和周边商圈，通过举办

消夏晚会、电影放映、金融知识讲
座拉近与周边居民的距离，普及
了许多防范金融诈骗的知识。不
仅如此，锦绣蓝山社区支行还致
力于做社区居民身边的好助手，
无论是水电费缴纳、快递存取、证
件复印还是为老年用户充值话
费，都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
一，甚至在进社区宣传时，还将和

妈妈走散的孩子送到了家中。
所有的这些，都印证着那一句

“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誓言。就
这样，伴着寒来暑往，锦绣蓝山社
区支行逐渐与周边住户打成一片，
春日里的手绘风筝，夏日里的包粽
子，秋日里的近郊游，冬天年关时
挨家挨户送的福字，无不见证着他
们与社区日益紧密的联系。

锦绣蓝山社区支行在疫情期
间未能正常营业，为保证客户正
常使用机器进行存取款服务，定
期派人员对ATM和保护仓进行
消毒清洁；开门营业后积极配合
街道办、物业等部门严格落实人
员到访登记与消杀工作，充分体
现了社会责任的担当。社区支行
尽早实现了线上复工，专门录制
民生财富课堂一对一发给客户，
帮助客户足不出户在线咨询、了
解产品、购买产品，为抗击疫情
贡献力量。

锦绣蓝山社区支行更具有
创新思维。近期，面对连日高温
不适合外出活动的情况，锦绣蓝
山社区支行又创新了活动形式，
借晚上社区居民外出在小区广
场消暑纳凉之际，开启了“民生
财富夜市”活动。利用晚上6点-8
点对住户进行理财知识宣传及
产品介绍。民生银行最近发行了
多款联名借记卡，包括农场卡、

途虎养车卡、亲子卡和京东小金
卡，通过不同的卡种可享受五常
大米、免费洗车及京东会员等权
益，围绕这几款联名卡权益和资
管新规实施背景下的家庭理财
配置，锦绣蓝山社区支行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和解读。财富夜市活
动反响热烈，获得了周边住户的
好评，为以后更好的举办客户活
动及外出宣传活动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意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临沂
锦绣蓝山社区银行，作为民生人
敢打敢拼的缩影，正以它独特的
魅力影响着方圆三公里甚至更
远的居民。多年积淀，3亿金融资
产默默诉说着民生人扎扎实实
服务客户的用功，更道出社区周
边商户、居民对民生社区银行的
认可。民生人将继续贯彻为民而
生、扎根沂蒙的铿锵誓言，做居
民身边最贴心的金融管家，努力
成为一家有温度的社区支行。

民生银行临沂锦绣蓝山社区支行：

贴心金融管家，传递服务温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姜宁

2020年的资本市场跌宕
起伏，私募行业也迎来了首例
合并。7月17日，兴聚投资发布
最新公告，公司股东、实控人
变更为睿郡资产，两家私募在
新睿郡资产平台上实现实质
性合并。这场官宣意味着两位
曾经兴证全球基金的明星老
将——— 杜昌勇(原兴证全球基
金副总经理、专户投资总监)
和王晓明(原兴证全球基金副

总经理、公募投资总监)再度
携手。新的平台将组建由4位
核心投资经理牵头的20人投
研团队，除了杜昌勇和王晓明
两位大佬级明星基金经理，睿
郡资产的杨云和薛大威也出
自兴证全球基金，拥有出色业
绩。

翻开兴证全球基金的历
史册，可谓星光熠熠，江山代
有才人出。杜昌勇和王晓明无
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身为
复旦同门，后又成为并肩作战
的同事，他们与杨东(原兴证
全球基金总经理)是兴全基金
曾经的“铁三角”。

“我和睿郡资产创始人杜
昌勇同为复旦校友，相识于
1997年，从2003年一同参与创
立兴全开始，我们便成为了彼
此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管理
过同一只基金——— 兴全第一
只公募基金‘兴全可转债’。那
时，昌勇担任基金经理，我担
任他的助手，2005年我开始管
理‘兴全趋势’。”王晓明这样
介绍他的好同窗、老搭档。
2005年至2019年的15年间，兴

全可转债基金在所有基金(含
股票、债券)中排名第12位，年
化净值增长率16 . 01%；兴全
趋势更是取得20倍的惊人收
益。在王晓明致投资人的信
中，提及老东家和昔日的同事
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位
理性基金经理背后的柔情。

“15年20倍的基金和15年
年化不逊于股票的可转债基
金，让我感慨又自豪：有幸参
与和见证这样一个伟大的时
代，曾在这样一家真正秉持客
户利益最大化原则、专注沉淀
匠心精神的机构效力，我也衷
心为兴证全球基金投研团队
感到骄傲。在那里的十年坚
守，既是杨东、昌勇和我，以及
众多同事怀揣梦想、创建一家
有社会责任、有担当的资产管
理公司的初心，也是我们践行
价值投资理念，优化投资能力
圈的重要过程。我们的使命是
用好的投资、好的工具、好的
方法，为投资人管理好资产，
为他们创造可持续、更确定的
财富收益。我们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信念我从

未有一刻遗忘过。”
在外界看来，两家私募

机构合并之后私募界或将马
上诞生一家新的百亿级证券
私募机构。对此，杜昌勇和王
晓明显得很淡然。“合并最主
要是能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
投研上。在这个基础上只要
我们专心把自己最擅长的东
西做好，很多东西就是自然
而然、水到渠成的。”杜昌勇
表示，新的公司将定位于“权
益+”的投资平台，聚集权益、
灵活多元的策略，并致力于
成为国内股债结合市场的头
部参与者。

巴菲特曾说过，要赢得好
的声誉需要20年，而要毁掉
它，5分钟就够。“匠人匠心、知
行合一”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
对两位最大的感受。“时刻怀
有谦卑之心，敬畏之心”是经
历二十年资本市场起伏的杜
昌勇和王晓明希望带给后辈
们的箴言。祝愿踏上新征程的
兴聚睿郡能够继续为投资人
和行业续写精彩，有理想、有
期待，愿有岁月可回首。

原兴全“双剑”宣布“合璧”
又一家百亿私募要来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通讯员 赵云亮

山东财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把“保市场主
体”放在突出位置，运用“财金联动”“减免
税费”“政府采购”三实招，助力市场主体解
难题、增活力。

财金联动强支撑。强化专项再贷款、贷
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为市场主体
注入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截至目前，
全省259家国家防疫保供重点企业获64 . 61
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2 . 5%；落实中央财政贷款贴息资金
7340万元，企业实际平均融资成本仅为
1 . 25%；累计为5 . 1万户经营主体提供再担
保增信服务，总金额195 . 66亿元。

减免税费降负担。在全国率先明确17
项税费减免政策和便利措施，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六大困难行业免征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并确定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年
底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
费。初步统计，上半年全省新增减税降费
800亿元。

政府采购优环境。明确各预算单位在政
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预留30%以上面向中
小微企业，给予中小企业联合体投标、价格
扣除、合同分包等政策优惠。截至7月底，授
予中小企业合同1103 .85亿元，占比76%。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记者 张頔 通讯员 李健

为激发山东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以及科
研院所创新活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今年
省财政安排知识产权(专利)资金1 . 1亿元，
重点对国内授权发明、PCT国际专利(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的英文缩写)申请分别给
予最高2000元、2万元资助；对国内授权发
明专利大户、PCT国际专利申请大户实行
阶梯奖励，最高奖励50万元；对中国专利奖
金奖、银奖、优秀奖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
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已完成还本付息的
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按照贷款合同签订
日上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60%，给予最高50万元的贴息。

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截至目前，我省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三种专利授权总量已
达96464件，同比增长44 . 14%；PCT国际申请
专利1134件，同比增长41 . 04%。截至7月底，
全省专利质押融资登记543件，金额57 . 3亿
元，分别增长55%和27%。

三房巷重组昔日股东海伦石化
投资者维权已近尾声

2020年9月8日，沪市主板
上市公司三房巷(600370)发布
公告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海
伦石化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关
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 双方以东洲评估出具
的《海伦石化评估报告》为基
础，经友好协商，标的资产海
伦石化作价由原交易方案的
76 . 5亿元下调为73 . 5亿元。上

市公司三房巷向三房巷集团、
三房巷国贸、上海优常、上海
休玛四家单位，通过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海伦石化，同时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亿元。

三房巷与海伦石化之间
的“恩怨”由来已久，二者本
身同属三房巷集团旗下的关
联企业，2014至2015年度，三
房巷集团、海伦石化等大股
东，曾因违规占用上市公司
三房巷的非经营性资金，被
证监会行政处罚引发投资者
维权，导致上市公司三房巷

对投资者的赔偿近亿元。
如今，昔日的大股东海

伦石化“屈身”并入三房巷，
成为三房巷的子公司，是否
影响投资者维权？代理投资
者维权的北京市盈科(济南)
律师事务所证券维权律师杨
泉军介绍：根据证券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市公
司对其信息披露违法给投资
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据此，在2015年3月31日
至2017年3月9日之间买入三
房巷股票，在2017年3月10日

之后无论是否卖出，都可以
通过微信gushi148咨询或委
托律师。

三房巷作为上市公司，
是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
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主
体，本次与海伦石化的重组，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法律地
位，当然也不会影响投资者
的维权和民事责任的承担，
但是维权已近尾声，投资者
维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届满，
届满之后投资者将失去维权
胜诉的机会。

在投资过程中，做对比
看对更重要。初心是好的，
就终会穿越障碍。

——— 睿郡资产 杜昌勇
变与不变间，执着不变

的是我们对专业投资能力
圈的坚守，这份坚守可能在
某一年份没有带来亮眼的
光芒，但长期的稳扎稳打收
获的是沉甸甸的业绩成长。

——— 睿郡资产 王晓明

山东财政运用“三实招”
助市场主体解难题、增活力

山东安排资金1.1亿元
助力提升专利申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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