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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野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冶

“钱”沿看台
Qian yan kan tai

山东金融监管这么干
◆导报记者

王雅洁

银监会下调拨备覆盖率
贷款拨备率

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保息等情况袁如直接

济南报道

承诺保本保息尧承诺代偿等遥 而设立风
新年伊始袁在山东省加快建设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大幕拉开的当下袁如何

导报讯

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或以此进行宣传也被列为禁止项遥

要求的通知》，明确将拨备覆盖率

针对目前舆论关注的校园贷尧现金贷

监 管 要 求 由 150% 调 整 到 120%

业务袁指引表要求袁对于 2017 年 6 月 20

-150% ， 贷 款 拨 备 率 监 管 要 求 由

日之后袁仍开展借款人为在校学生的借贷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袁山东金融监管

2.5%调整到 1.5%-2.5%。

撮合业务尧2017 年 12 月 1 日后仍开展现

体系袁尤其是互金的监管完善正在稳步推

通知要求，各监管部门在调整

金贷业务的平台袁需停止相关业务经营遥

进中袁各项指引新规相继出台遥 业内专家

“一行一
区间内按照“同质同类”、

指引表还指出袁平台不得从借贷本金

表示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风险防控
及管理上监管功能将进一步凸显遥

中先行扣除利息尧保证金或手续费尧管理

127条互金整改
验收操作指引

费等各类费用袁 不得设定高额逾期利息尧
滞纳金尧违约金尧罚息或者其他费用等渊各

5 日袁有消息称叶山东省网络借贷信

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
年 6 月底整改大限的临近袁山东互金整

安排袁目前我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治整改工作面临收官攻坚战遥 经济导报

正处在整治整改验收阶段袁备案工作将

融办党组书记尧主任李永健在党的十九

记者注意到袁山东省金融办官网的一则

届三中全会后省金融办召开的党组会

信用卡逾期的罚息水平冤遥 对于上述指引

野业务咨询冶 也透露了山东互金整治的

于整改验收完成后开展遥 冶

在回复业务咨询的同时袁山东省金

议暨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

融办透露袁目前叶山东省网络借贷信息

上表示袁 要结合近期各项工作安排袁推

根据山东省金融办官网信息袁2 月

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曳渊征

进工作落实遥 同时要着重做好防范金融
风险袁尤其是非法集资风险工作遥

工作进度遥

融办相关部门了解情况袁对方表示袁野待核

渊王涵冤

监管要求。

野时不我待袁只争朝夕遥 冶山东省金

类逾期罚息尧费用之和一般不应超过银行
表袁3 月 6 日袁经济导报记者致电山东省金

息中介机构整改验收工作操作指引表曳

银监会近日下发《关

险保证金尧准备金尧备付金等提供担保

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尧如何响应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的野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冶钥

B3

Finance 金融

经济导报 ECONOMIC HERALD

去年非银网络支付笔数
增 74.95%
导报讯

3 月 5 日，央行发布

的 2017 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渊下称野指引表冶冤已下发至相关平台遥 经

实后再回复遥 冶

初袁 一家相关平台询问了网贷平台的

求意见稿冤已研究制定并正在征求相关

虽然相关监管部门并未在官网披

相关备案事宜遥 这家平台问袁野山东网

部门意见遥 谈及备案问题袁中央财经大

值得一提的是袁 新旧动能转换重

共 127 条袁详细罗列了平台需要在验收

露指引表等相关信息袁不过袁一位接近

络借贷平台如何备案袁 备案细则何时

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建议袁首先机

大工程是山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

前完成整改的网贷机构信息披露情况袁

监管层的内部人士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袁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工作遥野现代金融作

野山东网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整治整改已

公布钥 冶

构要做好内部合规管理袁建立一套相应

违反出借人与借款人保护相关规定袁违

制度袁设置专人负责袁做好内部合规管

为山东省重点培育发展的耶十强产业爷

74.95%和 44.32%。

到验收阶段遥 冶

月 11 日公开回复时表示袁野根据 叶网络

理的一系列设置遥
此外袁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袁日前

领新旧动能转换的艰巨使命遥冶山东省

2017 年末，共有 248 家商业银行和

网贷平台备案
下半年才有可能

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

之一袁同时肩负保障尧支撑尧促进尧引

办法曳第 5 条规定袁从事网络借贷信息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叶山

金融办副主任初明锋在日前的访谈中

65 家支付机构接入网联平台，各支

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袁这份曝光的指引表

反校园网贷尧现金贷相关监管要求等多
种问题情形袁并附上了相关操作方法供
平台参考遥
对于业务层面袁指引表明确袁禁止
出现融资项目的期限拆分尧 错配等情

正如上述内部人士所言袁随着 2018

况遥 并同时要求袁平台不得向出借人提

对于这个问题袁 山东省金融办在 2

显示，全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
络 支 付 业 务 2867.47 亿 笔 ， 金 额
143.26 万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截 至

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在工商登记注册

东省民间融资机构业务许可证年审办

表示袁在地方金融改革方面袁要大力发

付机构有序将涉及银行账户的网

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遥 按照国

法的通知曳 也于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正

展普惠金融袁 做好金融服务拾遗补缺

络支付业务从直连通道切换至网

工作遥

联平台。

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统一

式实施遥

渊张寿林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尧违约金尧相关

山东省分公司拥有中澳控股集团有限

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尧 生效法律文

公司等 28 户债权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遥 上述债权及

算方法等原因可能存在误差袁具体以相

13 日债权总额 161384.55 万元 渊其中:

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遥

本金 136120.05 万元袁利息 25264.50 万
元冤袁拟进行公开处置袁现予以公告遥 具

2尧若借款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渊修订冤曳规定的方式分

务员尧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尧政法干

公告期限院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体债权信息如下院

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户尧 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处

警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尧国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遥

置袁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遥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2018 年 4 月 13 日止曰公告期内同时受

注院1尧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

3尧清单中的野担保人冶包括保证人尧

日的贷款本金尧利息余额袁基准日后借款

抵押人尧出质人遥

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

机构等关联人袁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的风险遥

非金融机构法人袁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联系电话院0531-86059717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院具有完全民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尧国

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遥

事行为能力尧支付能力的法人尧组织或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0531-86059770

处置方式院按照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自然人袁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院国家公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遥

4尧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

交易条件为院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袁

置工作的律师尧会计师尧评估师等中介

先生

受理排斥尧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院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院济南市经三路 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院杨先生

侯

山东省分公司
2018 年 3 月 7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院2017 年 12 月 13 日
序号

借款人渊债务人冤名称

货币单位院人民币 万元
本金

欠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330.06 2352.55

1、
工业土地，面积 153799.9 平方米(230.7 亩），权属是庆云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经济开发区战备路南侧，东
柳村；2、工业土地，面积 141571 平方米(212.3 亩），权属是庆云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经济开发区战备路南
侧，
新 205 国道东侧；3、工业土地，面积 106674 平方米（160 亩），权属是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经济开发区；
谷神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飞达集团有限公司、庆云天和农业发展有 4、
工业土地，面积 320005 平方米(480 亩），权属是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杨家村北，马颊河河堤区域；5、工业
限公司、山东伟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洪波、
胡金隆、
张航
土地，
面积 225664 平方米（338.5 亩），权属是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尚堂镇，祥云大道以东；6、养殖用地，面
积 289804 平方米（435 亩），权属是山东伟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严务乡严务水库附近；7 工业厂房（冷藏库、屠
宰及熟食加工车间），面积 36892.08 平方米，权属是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经济开发区中心街东、中澳路北，
中澳主场区；8、机器设备（年产 2.4 万吨鸭肉熟食加工项目生产线）；

2

临沂盛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72478.85 8876.17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烨华焦化有限公司、
王廷宝、
于洪俊

1、机器设备，为酸化油、水解、脂肪酸蒸馏生产线一条，权属为临沂盛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2、机器设备，主要是脱水器、污
水泵等，权属为临沂烨华焦化有限公司；

3

临沂九鼎贸易有限公司

3994.11 708.43

临沂江鑫钢铁有限公司、左洪涛、
徐艳

1、
76300 吨煤炭，质押人为临沂九鼎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财产价值 6104 万元，质押担保金额 4000 万元，位于山东金兴资产
管理公司仓库监管区；

4
5
6
7
8
9
10

临沂宝恒钢结构有限公司
临沂蒙飞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福兴包装有限公司
临沂顺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临沂市盛森家居有限公司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王坤顶、
张效群、
于凤梅、
张学军、
于凤霞
临沂烨华焦化有限公司、张银龙、
卢立平
山东江泉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王德全、
张秀荣、
于洪强、
李秀云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郑现峰、
于洪爱、
沈自军、
王彩云
临沂盛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陆洪娟、
宋振兴、
卢梦云、
彭京虎
临沂烨华焦化有限公司、
李尊亮、
宋艳丽、
于凤梅、
张学军
临沂柏丽雅家俱有限公司、
临沂立晨经贸有限公司、
李作华

------------------------------------

11

山东兴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592.76 499.45

日照市宏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日照市方实商贸有限公司、日照星光国际
经贸有限公司、山东柯杉商贸有限公司、日照市嘉庆贸易有限公司、王维庆、1、
住宅，房产面积 184.12 平方米，土地面积 37.99 平方米，权属为武传兰，位于碧海路西侧（怡海园）03B 幢 01 单元 301 号；
武传兰、武传宝、
李发珍、孙全先、刘志芳、相鸿文、牟敦芬、魏开功、路宜勤、杨 2、
宏德.幸福里”楼盘十三套房产和十四个车位，面积合计 1350.62 平方米，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宏德.幸福里小区；
纪伟、张霞、
刘倩

12

日照景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8.83 437.77

日照中乾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名日照肖氏贸易有限公司）、日照隆耀贸易有 1、商住用房（办公楼），面积 389.46 平方米，权属为日照景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日照市黄海一路南，北京路东（蓝天国贸大厦）001 幢
01 单元 01-1104 号；2、
商住用房，
面积 130.54 平方米，
权属为杨善国，
位于日照市海曲东路北烟台路东御景东方 020 幢 01 单元 401 号；
限公司、
胡家营、
薛克秋、杨善国

13

日照益荣远水产食品有限公
1498.00 356.09
司

日照市岚山桓荣联合食品有限公司、日照凯凯食品有限公司、日照市岚山泉
-----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李传峰、
王均翠、
宋有元

14

日照中意工贸有限公司

700.00

240.03

商业用房，面积 3275.3 平方米，权属刘成明、杨彦科，位于天津路以南，海滨四路以西；2、住宅，面积 88.37 平方米，权属为
日照万众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强森贸易有限公司、
日照大自然纸业有限公司、日 1、
照市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夏培红、
安金菊、
刘成明、
杨彦科、李毅、
李晓莉
李毅，
位于日照林海小区；

15

日照联邦贸易有限公司

599.98

141.33

牟宗元、
王戎

16

日照成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99.66

199.33

日照市航宇船舶螺旋桨有限公司、青岛宝程伟业有限公司、程德君，崔爱娟、1、
住宅，面积 105.62 平方米，权属为李西花（共有人程德顺），位于碧海小区 15-2-501；2、机器设备，为液压闸式剪板机，权
郑江波，崔爱艳、
程德顺、李西花
属为日照市航宇船舶螺旋桨有限公司，位于日照岚山区虎山镇驻地抵押人院内；

17

日照市金湛国际贸易有限公
599.47
司

172.41

日照宝丰煤炭有限公司、山东鑫津炉料有限公司、山东竞发化工贸易有限公 1、公寓，房产面积 138.25 平方米，土地面积 37.72 平方米，权属为吴南南，位于日照市清华德赛国际公寓 6# 楼 4 单元 402
司、山东安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吴南南、
于洪江
号；

18

日照盛隆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79.13

张滨书、贺翠林、张志刚、陈红

1799.99
1790.00
1790.00
1789.99
1200.00
临沂市罗庄区光辉纸箱有限公司 999.99
临沂市建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521.61

396.59

496.74
493.78
491.40
433.46
303.04
276.30
1273.00

1、住宅（2 套），面积共计 310.98 平方米，权属为牟宗元、王戎，位于日照市济南路丽城花园 1101 房和 1102 房；2、办公楼
（11 套），面积合计 724.78 平方米，权属为牟宗元、王戎，位于日照市上海路北、海滨二路西；

1、工业用地及工业房产（综合用房 - 酒店、宾馆），房产面积 1930.57 平方米，土地面积 508.21 平方米，权属为日照盛隆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岚山头街道通海路居委（童海路西侧）；

19

莒县瑞丰食品有限公司

296.36

66.69

莒县美格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莒县庆源坚果有限公司、
吴希奎、
戚业梅

1、
机器设备 11 台 / 套，为蒸发式冷凝器等设备，权属为莒县瑞丰食品有限公司；

20

莒县永达工贸有限公司

275.78

73.28

日照中远担保有限公司、
于兴红、
谢铭、
陈晓蕾、蒋克萍

1、
机器设备 11 台 / 套，主要为环保设备、造粒机、清洗机等，权属为莒县永达工贸有限公司；

21

日照市岚山国伟经贸有限公司 146.95

31.63

日照中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王峰、
徐茂艳

------

22

山东奥港进出口有限公司

6773.11 1537.49

日照百亮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中港机械有限公司、五莲县奥航汽车装备
有限公司、山东省五莲县鑫源铸造有限公司、日照赛福新能源车辆制造有限 1、机器设备 29 套，主要为机器模具，权属为保证人五莲县奥航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位于五莲县富强路该公司院内；2、机器
公司、山东省中和金属颜料有限公司、五莲县奥利活塞有限公司、胡宗庆、徐 设备及钢结构厂房，权属为保证人山东省中和金属颜料有限公司，位于五莲县于里镇该公司院内；
西芹、胡宗瑞、
牟进霞、
于光新、
杨金秀、
牟进军、李同霞

23

日照冠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859.40 2614.20

山东盘古能源有限公司、
日照惠凯能源有限公司、申维君、李红艳、申维章、
孙德慧

24

日照晟吉贸易有限公司

4567.98 997.62

山东南铁(联合)物流有限公司、日照中世经贸有限公司、张守津、王萍、山啸、
1、
应收账款，质押人为日照晟吉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财产价值 4668.38 万元，付款人为山东万宝贸易有限公司；
杨凯、庄永波、
宋丽

25

日照绿润进出口有限公司

1927.09 623.53

日照宝闽贸易有限公司、日照良舟贸易有限公司、日照龙湖国际贸易有限公 1、住宅，房产面积 114.97 平方米，土地面积 66.51 平方米，权属为张昕，位于山东省日照市阳光新居 002 幢 2 单元 2-202 号；2、商业用房，面积
16.01 平方米，权属为安杰，位于日照市海曲中路 76 号（商业步行街南段）002 幢 01 单元 134 号；3、应收账款，质押金额 1000 万元，出质人为日
司、马承勇、
张红、
张昕、
安杰、
王晓
照绿润进出口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金额 1230 万元；

26

日照业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399.49 835.41

27

日照千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72.88 359.46

28

日照实祥贸易有限公司

891.12

294.79

------

日照金宝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金天地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红阳锻造有限公司、
-----王涛、李庆红、
李春来、
臧玉乐、
冯展生、
赵秀香、陈文彬、
陈祥茂、
赵杨华
1、商业用房，面积为 98.19 平方米，权属为日照冠宁贸易有限公司，座落于日照市岚山区岚山路以北、玉泉四路以西（岚海）
001 幢 01 单元 617 号；2、住宅（两套），面积合计 220.99 平方米，权属为宋佳佳。分别位于日照市海港花园 001 幢 3 单元 501
临沂联众镍业有限公司、山东普华能源有限公司、山东泉润纸业有限公司、日
号和位于日照市碧海路西、太公三路南（教授花园三期）100 幢 01 单元 102 号；3、汽车两辆（公爵和途锐），其中）途锐，权属
照金辉物资有限公司、
日照冠宁贸易有限公司、
徐新杰、
宋佳佳
日照千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车牌号鲁 L05819，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21513383；公爵，权属徐新杰，
，车牌号鲁 LLG729，
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16103905；
日照万众贸易有限公司、
刘成明、
陈功恒、
杨彦科、
李宗文、
陈功恒、
郭焕青
1、
商业用房（四层），面积 3275.3 平方米，权属刘成明、杨彦科，位于天津路以南，海滨四路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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