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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改改““下下乡乡””探探索索融融资资担担保保基基金金
力争年末手机支付业务“村村通”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张頔 )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山东
调查总队了解到，5月份，受猪肉、
鲜蛋等主要食品价格反弹及“翘
尾”因素扩大影响，山东市场物价
涨幅出现回升。与上年同期比，全
省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 上 涨
2 . 6%，较上月涨幅扩大0 . 9个百分
点。

经测算，在5月份2 . 6%的涨幅
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
为1 . 5个百分点，较上月扩大0 . 8

个百分点；今年新涨价因素约为
1 . 1个百分点，较上月扩大0 . 1个
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 . 5%，农
村上涨2 . 6%。与上月比价格总水
平持平。1-5月平均，价格总水平
同比上涨1 . 8%。

与上年同期比，全省食品类
价格上涨4 . 5%，较上月涨幅扩大
2 . 3个百分点，影响价格总水平上
涨 1 . 4 个 百 分 点 ，影 响 程 度 为
53 . 8%。受国家猪肉收储政策及端
午节节日影响，肉禽及其制品价
格转降为升，同比上涨3 . 6%，环比
上涨4 . 3%。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2 . 6%，环比上涨13 . 7%，价格反
弹明显。至5月30日，全省五花猪
肉价格每千克约为24 . 13元，比4

月30日的20 . 45元回升了3 . 68元，
上涨了18 . 0%。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房红 ) 从今
年7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业等纳
税人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即可享受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在以
往预缴申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了

“减征、免征应纳税所得额”、“符
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所得
税额”等项目，以便纳税人在按月
按季申报时直接享受减免税。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记
者 张頔 ) 加强金融服务是
我省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任
务。6月11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促进

“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
鼓励股份制银行加快向县域延
伸服务网点，力争2014年末实
现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或手
机支付业务行政村全覆盖。

该《意见》要求加大涉农信
贷投放，提高县域存贷比和涉农
贷款比例。推动涉农企业与多元

化债券市场对接，通过发行债券
融资。鼓励经营稳健、现金流稳
定的涉农企业，以水域滩涂养殖
权、承包土地收益权等作为基础
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

各类机构“下乡”的脚步也
要加快。《意见》支持股份制银
行加快向县域延伸服务网点，
争取2015年实现金融创新试点
县和经济百强县率先全覆盖。
引导城市商业银行增加乡镇服
务网点数量，争取2015年实现
省级示范镇全覆盖。鼓励省内

外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在农业大
县、小微企业集中地区发起设
立村镇银行，争取2015年实现
县域全覆盖。据省金融办统计，
截至今年一季度，我省村镇银
行累计已达85家，县域覆盖率
已经超过了65%。

加大ATM机、POS机等自
助机具布设力度，力争2014年末
实现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或
手机支付业务行政村全覆盖。

要求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以县(市)为单位建立农村

征信数据库，实现信用评价结
果与信贷服务的有机衔接。

要稳妥发展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推动齐鲁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
心建设。支持各级财政出资设立
引导基金，吸引民间资本、产业
资本发起设立各类涉农投资基
金。支持地方法人商业银行、大
型农机具生产企业发起设立主
要服务“三农”的金融租赁公
司，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
立合作性村级融资担保基金。

本报记者 王赟

谈了5年恋爱，UC优视和
阿里集团“领证”了，在阿里巴
巴赴美上市关口。

UC优视全资融入阿里巴
巴集团，并组建阿里UC移动事
业群，UC优视董事长兼CEO俞
永福将担任UC移动事业群总
裁，并进入阿里集团战略决策
委员会。本次整合将大部分以
阿里巴巴集团股票，配合部分
现金方式进行，UC优视通过此
次融合实现上市。这次的全面
融入是继2009年、2013年阿里
集团两次对UC优视投资后，双
方实现的全面融合。

百度早看出UC对阿里用
情更深，从去年就“追求”91无
线，最终去年7月以19亿美元拿
下，这个价格在当时相当于买
下半个新浪了。在百度拿下91
无线两个月后，搜狗交易案也
花落腾讯，加上这次UC嫁阿
里，BAT移动搜索棋局落定。

就在一个多月前，UC旗下
神马搜索正式发布。第三方数
据显示，目前，神马在国内移动
搜索引擎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
20%。

各家都在觊觎移动电商市
场，锁定移动电商入口对阿里
意义重大。早在2011年，各大巨
头开始意识到支付环节在移动
浏览器中的重要性，因为手机
浏览器的功能早已经不是搜
索、浏览，而是搜索结果产生的
增值服务，而UC就能提供展现
内容、入口和包容应用的多个
功能。于是，支付宝在这一年和
UC优视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
伙伴协议，基于手机浏览器+
安全支付服务的架构，共同推
出国内首个实现浏览器内支付
的移动安全支付解决方案。

由于阿里的卖家数量太过
庞大，非常需要各类可以分流的

方式，UC浏览器与APP的双入
口战略既稳定了阿里在移动电
商市场的地位，又提供了多种分
流方式。UC也会在阿里带动下
被更多移动购物消费者熟识。

就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打
得难分难舍之际，日前，百度也
终于发力自家的支付业务品
牌——— 百度钱包，同时亮出了
独家的拍照付功能。与支付宝
钱包不同，百度钱包并不是一
个独立手机应用，而是在百度
旗下所有的移动产品中内嵌。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UC是
国内最早一批进行国际化探索
的互联网公司，目前UC浏览器
海外用户超过1亿，在超过10个
国家市场份额超过10%，在印
度市场份额超过30%，占据印
度市场第一，这对阿里的国际
市场业务也很重要。

对于全球市场，腾讯也动
作紧跟，腾讯云在香港的数据
中心将在6月内正式启用，据了
解，腾讯云的香港数据中心，将
专注于亚太地区和欧美地区，
主要为这两个地区的企业提供
全面的云计算服务。

本报记者 王赟

UC成立于2004年，在互联网圈儿里算大龄青年
了。百度本来也是UC的追逐者之一，但在俞永福看来，
李彦宏“大男子主义”，马云懂得“距离产生美”。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宏彦对于投资态度非常明
确，以收购公司为主，不占少数股权。并且百度在业务
和UC有太多交叉，有很多布局希望UC去实现，但UC

的核心围绕在自己的智能化、平台化、商业化和国际化
布局上，两者分歧较大。俞永福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
如是那样(百度接盘)，UC产品可能还在，但UC团队就
不好说了。

阿里给了UC想要的自由，两家公司的产品区隔比
较大，不会有冲突，不存在被合并的可能性，可以“距离
产生美”。

现在互联网的信息大都逃不开BAT的争斗。李彦
宏坦承，百度不想做的，腾讯和阿里也未必想做。他透
露，在BAT之外的缝隙中，还有两个互联网三大巨头
未来5年可能都不会涉足的方向，值得互联网行业的创
业者关注：其一是新型企业级软件，解决企业从内部到
外部连接的问题；其二是挖掘新的有价值的慢数据，发
掘个性化的预测信息。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宋磊 ) 记者从山东省水产品质
量安全宣传周暨主题日宣传活动
上获悉，截至目前，我省水产品质
量监测体系已覆盖全省80%以上
水产养殖区。2013年全省水产品
总产量863 . 7万吨，约占全国14%。
渔业经济总产值3406 . 8亿元，其
中水产品产值1482 . 8亿元、渔业
增加值896亿元。水产品进出口总
量249 . 7万吨，总值72 . 9亿美元，总
量占全国水产品进出口的三分之
一。渔民人均纯收入14388元，渔
业主要指标连续10余年位居全国
首位。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王文东 ) 近
日，国网技术学院教育超市荣获

“全国教育超市标准店”称号，这
是目前我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

“全国教育超市标准店”。据了解，
国网技术学院教育超市全年接待
电力系统培训学员和学生8000—
10000人。

5月我省CPI破“2”

国家收储猪肉涨价

水产品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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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和UC“领证”背后———

玩玩的的移移动动搜搜索索，，打打的的是是移移动动商商战战

记者观察

BAT外，还能捡着什么机会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马绍栋 ) 记者从今天举行

的山东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周
主题日活动上了解到，去年我
省畜牧业总产值2359亿元，肉
蛋奶总产值和畜牧业产值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去年省食安办抽检
结 果 显 示 生 肉 类 合 格 率
96 . 94%，但老百姓仍感觉与现
实有差距。省畜牧局人士表示，
当前的畜牧业正从传统的生产
中心转向消费中心，强化品牌

引领才能重建消费信心。
据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

长唐建俊介绍，2013年，全省肉
类总产774 . 8万吨，禽蛋396 . 2
万吨，奶类281 . 2万吨，全省畜
禽标准化饲养比重60%，猪肉
占肉类比重46%，禽肉占41%；
猪肉和禽肉产品占上海市场供
应量的30%和70%；肉制品出
口占全国30%，居全国第一。

“我们简单测算过，山东省大约
每平方公里640人，把上述肉类
的产量折合成猪的话，相当于

每平方公里640头猪的密度。”
唐建俊表示，当前畜牧业

发展正处在数量增长向质量提
升转变的关键时期，畜牧业的
发展和畜产品质量也遭遇多重
挑战。“例如畜禽疫病、质量安
全事件，往往一曝光就影响整
个行业，山东的肉禽蛋奶产量
这么大，行业的一次轻微波动
都可能会对市场供需产生巨大
影响，因此畜产品质量的弦一
刻也不能松！”

根据2013年省食安办对全

省食用农产品的评价性抽检，
生肉类合格率96 . 94%、淡水鱼
合格率95 . 53%、蔬菜合格率
81 . 88%，畜产品合格率在整个
农产品中是最高的。但这个结
果好像与人们的感觉仍有差
距。分析可知，由于重大畜产品
质量安全事件占比高、优质安
全畜产品消费宣传不到位、畜
牧生产加工流通链条中安全威
胁依然在等因素，城乡居民对
畜产品消费者信心没有牢固树
立起来。

合合格格率率9966 .. 9944%%，，为为何何不不敢敢放放心心吃吃肉肉
食品安全事件倒逼畜牧业从重生产到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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