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5月26日讯（记
者 张頔） 近日，山东省金
融办会同省财政厅、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山东银监局、山
东 保 监 局 等 部 门 联 合 出 台

《关于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
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鲁
金办发〔2015〕12号），重点对
我省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
工作的运作机制、风险控制、
政策支持等方面作了进一步
的明确。

意见提出，试点工作应以

地方自愿为前提，先行选择现
代农业、养殖业、现代服务业
发达地区，重点产业集群和商
圈，以及信用体系建设较好的
地区开展工作，先期将在烟
台、潍坊、泰安、济宁、莱芜、德
州等市进行试点。承保模式主
要采取保险公司自主组建共
保体形式，为投保人提供“低
门槛、低成本、易操作”的保险
服务。

意见强调，各承保主体和
银行机构要规范业务流程、降

低融资成本，妥善控制风险，
各试点地区要结合各自实际，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政
府+银行+保险”多方参与、风
险共担的合作模式，确保试点
工作顺利开展。

记者了解到，受经济形势
影响，近期的银行不良贷款率
相比以往偏高，有些银行也产
生“惜贷”情绪，使中小企业的
融资需求得不到足够供给。小
额贷款保证保险在浙江、江苏
等省份已陆续开展，目的是着

力解决小微企业小额信贷抵
押担保缺位等困难，通过保险
公司的业务介入，使银行在处
理不良贷款时能更从容。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
模式一般为：贷款银行与保险
业机构按一定比例（往往是3：
7）分担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当
借款企业欠息连续多月，或贷
款到期后一定期限内未能偿
还本金，在贷款银行追索未果
情况下可向保险业机构提出
风险赔偿。

本报讯 全球最大的化妆品
集团欧莱雅集团5月26日晚间证实，
下调大部分进口产品的价格。这意
味着，赫莲娜、兰蔻、碧欧泉等欧莱
雅旗下中高端进口品牌将全面下
调在中国的零售价格。

“尽管此次进口关税的降幅对
零售价格的影响极为有限，欧莱雅
仍然决定下调大部分进口产品的
价格。”欧莱雅在给记者的声明中
表示。但是欧莱雅这次并没有公布
降价的品牌与降价幅度。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研
究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自２０１５年
６月１日起，我国将降低部分服装、
鞋靴、护肤品、纸尿裤等日用消费
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幅超过
５０％。其中，护肤品的进口关税由
５％降低到２％。

这并不是我国首次对进口护
肤品关税进行调整。2013年1月1日
起，我国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
整，其中护肤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从
6 . 5%降到5%。但是在当年，包括保
洁旗下SK-II、迪奥、香奈儿、资生
堂、欧舒丹、娇韵诗等品牌均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调，其理由为
原料、人工等成本的上升。

据每日经济新闻

关税下调政策未施行

欧莱雅已确定调价

本报济南5月2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2015年，山东省（不
含青岛，下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任务5 . 3万套、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42 . 99万户、新增低收入住房保障家
庭租赁补贴任务7054户。为确保工
程建设顺利实施，近日，山东省财
政筹措201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专项资金62 . 09亿元，将用于向符合
条件的在市场租赁住房的城镇低
收入住房保障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支持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项目）以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省财政62 . 09亿支持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恒生银行济南分行开业

入入鲁鲁外外资资银银行行已已达达2233家家

缓解银行惜贷保障贷款供给 小额贷款引入保险机构

六六地地市市试试点点小小额额贷贷款款保保证证保保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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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5月26日讯（记
者 张頔 通讯员 卜旻）

26日，恒生银行济南分行
开业，这是总部位于香港的
这家银行在我省首次开设分
行。截至目前，我省已有23家
外资银行入驻，它们的经营
重点也主要是对公业务，为
山东企业的融资、外贸提供
一系列的服务。

在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恒生中国”）济南分行
的开业典礼上，恒生中国副
董事长兼行长林伟中介绍，
恒生银行是在香港注册的一
家银行，1933年3月3日成立，
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历史。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恒生指数
就是在 1 9 6 9年的时候创立
的，从此以后成为一个股市
的风向标。

“香港已成为山东最大
的外资来源地和境外投资最
集中地区。恒生中国作为一
家植根香港的金融机构，将
充 分 发 挥 与 母 行 的 联 动 优
势，将具有香港特色的优质
服务带给济南乃至山东省的
客户，为鲁港两地的经济合
作与金融交流助一臂之力。”
林伟中说，恒生银行的重点
应该是跨境，所以也有一些
相应的服务，包括内存外贷、
内保外贷、内保直贷，还有随
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现
在也可以做一些跨境的资金
池的资金汇集。

记者从山东省金融办了
解到，截至2015年5月，我省
共有外资银行23家。按地区
划分，济南4家，青岛16家，烟
台2家，威海1家。记者查询资
料发现，2013年7月，山东共

有19家外资银行入驻，同年8
月省政府发布“金改22条”，
其中就提到要积极引进海外
金融机构，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我省外资银行就增设
了4家（青岛增设3家，济南增
设1家）。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这
些外资银行大多来自东亚地
区，日韩尤其注重在山东沿
海城市的布局，日本山口银
行、韩国企业银行、韩国新韩
银行、韩国釜山银行等日韩
银行早已入驻山东，来自这
两个国家的外资银行有 1 1
家，占到总数将近一半。在中
日韩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框
架下，各地政府也希望能深
化与日韩金融业交流联动，
加强与日韩金融机构合作，
争取率先落实有关对外开放
金融政策。

“境内境外在资金成本
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尤其
是利率还是有些差价，往往
客户会考虑通过外资银行在
境外融资。”林伟中说，恒生
银行济南分行可以为企业客
户，出一个保函给香港的母
行，母行据此给山东企业提
供一些贷款。相关费用全部
加起来，比境内融资的成本
往往还低一些。

“山东作为沿海经济大
省，外资银行的入驻对出口
企业的帮助不可忽视。”一位
业内人士介绍，外资银行国
际化的网络优势明显，为中
资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全
方位的跨境服务，参与跨境
人民币结算、内保外贷和离
岸 金 融 等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业
务。

食食药药监监总总局局发发布布食食安安抽抽检检情情况况
1319批次中15批次样品不合格 涉及我省不合格样品有四个批次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６日电
（记者 徐博）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２６日发布了
２０１５年第７期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情况。在肉及肉制品、调味
品、酒类和蜂产品等１１大类食
品１３１９批次中，抽检项目合格
的样品１３０４批次，不合格样品
１５批次。涉及我省的不合格样
品有四个批次。

监督抽检的１５批次不合
格样品情况主要包括：微生物
超标的１批次样品是标称长沙
市百合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野山椒凤爪；检出生物毒素
超标的１批次样品是标称安庆
市高平老奶奶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香辣花生。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５批次样品分别是标
称山西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饺子粉、青岛天玺实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烤鳕鱼、山东新生
源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国提
子酒、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恒
通水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
软烤带鱼和软烤真鳕鱼。

金属污染物超标的１批次

样品是标称上海味好美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花椒粉；检出禁
用兽药的１批次样品是标称广
州市宝生园有限公司广州宝生
园蜂产品厂生产的山花蜂蜜。

品质指标不达标的６批次
样品分别是标称上海云阳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五花腊肉、
张家界郝胖子旅游食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土家瘦
肉、茂名市百富德生态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香脆腰果、青岛
中粮葡萄酒有限公司（非中粮
集团所属企业）生产的赤霞珠

红葡萄酒、咸阳港旗调味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老抽王酿造酱
油、德保县德铭酒业有限公司
委托灵川县松泉酒厂生产的
蛤蚧雄睾酒。

针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食
药监总局已部署地方相关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不合格产
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及时开
展核查处置，依法立案查处，
并责令违法生产经营企业及
时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
等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我省外资银行简况

注：根据金融部门的资料，同一外资银行在不同城市开
设分行，被分别统计。

截至2015年5月，我省共有外资银行23家。按地区
划分，济南4家，青岛16家，烟台2家，威海1家。

汇丰银行济南分行（英国）
渣打银行济南分行（英国）
东亚银行济南分行（香港）
恒生银行济南分行（香港）

【济南】4
汇丰银行青岛分行（英国）
渣打银行青岛分行（英国）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青岛分行（日本）
东亚银行青岛分行（香港）
日本山口银行青岛分行（日本）
南洋商业银行青岛分行（香港）
韩亚银行青岛分行（韩国）
企业银行青岛分行（韩国）
新韩银行青岛分行（韩国）
瑞穗银行青岛分行（日本）
新加坡华侨银行青岛分行（新加坡）
韩国釜山银行青岛分行（韩国）
德意志银行青岛分行（德国）
国泰世华商业银行青岛分行（台湾）
星展银行青岛分行（新加坡）
产业银行青岛分行（韩国）

【青岛】16

【烟台】2 韩亚银行烟台分行（韩国）
企业银行烟台分行（韩国）

【威海】1 韩国友利银行威海分行（韩国）

本报济南5月2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为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从2015年5月起，我国实施科技馆免
费开放试点。

山东省财政筹措资金1934万
元，支持省科学技术宣传馆、东营
市科技馆、潍坊市科技馆、济宁市
科技馆、临沂市科技馆、威海市科
学技术馆等6家科技馆免费开放。免
费开放主要内容包括：常设展厅等
公共科普展教项目、科普讲座等基
本科普服务项目、科技教育活动等
方面。

省财政筹资1934万

助6科技馆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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