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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市场 广告

序号
借款人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山东永安达耐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 39.38

淄博东鸿晟变速箱制造有限
公司、淄博淄川鸿丰矿业有
限公司、吕祝昌、毕研芳、
邱成、王宁。

1、个人名下位于临淄高新区中润华侨
城罗马假日1号楼3单元9层西户房产
面积：149.13㎡，最高额抵押60万元。
2、借款人名下2台小型客车，最高额
抵押46.23万元。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济天人社监限改令字[2021]第024号

济南鑫正轻工机械厂：

你单位存在未为职工吕安静

(身份证：370104196211080015)缴纳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

十二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第四条之规定，现责令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一百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责令

你单位依法为吕安静按照济南市

最低缴费基数补缴漏缴的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限你单位于收到本指令书之

日起20日内整改，并将整改情况

(附相关证明材料)书面报天桥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如不服本指令书，可以自收

到本指令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济南

市天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自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

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

限期整改指令书。

济南市天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3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济天人社监限改令字[2021]第026号

济南孚佑居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存在未为职工周心跃

(身份证：320821197711246333)缴

纳2018年11月份至2019年3月份

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现责

令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 法 》 第 一 百 条 和 《 社 会 保

险费征缴暂行 条 例 》 第 十 三

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依法为

周心跃按照最低缴费基数补缴

漏缴的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费。

限你单位于收到本指令书之

日起20日内整改，并将整改情况

(附相关证明材料)书面报天桥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如不 服 本 指 令 书 ， 可 以

自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 6 0日

内 向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人 民 政 府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 或 者 自 收 到

本 指 令 书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向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人 民 法 院 起

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限

期整改指令书。

济南市天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19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济天人社监限改令字[2021]第027号

山东贝美滋乳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存在未为职工李晨曦

(身份证：341222199103177191)缴纳

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6月份养老、

工伤、失业保险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

二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第四条之规定，现责令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一百条和《社会保险费征

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责令你单位依法为李晨曦按照最

低缴费基数补缴漏缴的养老、工

伤、失业保险费。

限你单位于收到本指令书之

日起20日内整改，并将整改情况

(附相关证明材料)书面报天桥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如不服本指令书，可以自收

到本指令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济南

市天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自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

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

限期整改指令书。

济南市天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19日

济宁市华亿经贸有限公司合

同 专 用 章 遗 失 ， 编 号 ：

37088400002593，声明作废。

1月银行结售汇

顺差环比降39%

据新华社电 1月份我国

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家

外汇管理局2月20日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

2021年1月，银行结汇1995亿美

元，售汇1587亿美元，结售汇

顺差408亿美元。2021年1月，

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933亿美

元，对外付款4445亿美元，涉

外收付款顺差488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说，从主要

指标表现看，银行结售汇顺差

408亿美元，环比回落39%；非

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488亿

美元，回落10%。 (张莫)

LPR报价连续10个月

保持不变

导报讯 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已连续10个月保持不

变。2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发布新一期LPR报

价，1年期LPR报3 . 85%，5年

期以上LPR报4 . 65%，均与1月

持平，符合市场预期。

对此，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认为，2月LPR维持不

变，体现了利率水平与宏观经

济恢复水平相匹配。(常佩琦)

市场纵横
Shi chang zong heng

E
济南住房租赁市场起势
多个项目启动，以小户型为主

◆导报记者 孙罗南 济南报道

济南的租赁住房项目正逐步推进。

日前，经济导报记者从济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获悉，位于济南唐冶片区的历

城区A3地块租赁住房试点项目进行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同样位于唐冶片区的另一个租赁住

房项目——— 彭家庄站地块项目已经开

工，此外，长清区的范村车辆基地租赁

住房项目也已开建。上述几个租赁住房

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包括历城区国有资

产运营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等。

这两年，济南陆续增加租赁住房项

目，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济

南的住房租赁市场已经开始起势。

唐冶片区项目不止一个

在济南唐冶片区，大规模的开发正

进行中，这里是济南东部楼市的热点区

域之一，随之也迎来了众多楼盘，多个

住宅项目在开发建设。就在唐冶片区的

远洋天著春秋项目北侧，一个名为历城

区A3地块租赁住房试点项目日前公示了

规划，这个项目位于飞跃大道及世纪大道

之间、围子山路与兴元街交会处，建设单

位为济南市历城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经济导报记者查阅该项目公示的规

划显示，这个项目总共1188套房源，可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3 . 36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9 . 59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 . 72万平方米，机动车停车位737辆。

这个项目的容积率不算高，为2 . 0，

小区主入口在项目南侧，共规划了11栋

住宅楼，包括10层、11层、15层、17层不

等。此外，还配套规划了物业管理用

房、室外健身场地设施、便民店、副食

品市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

唐冶片区规划的租赁住房项目还不

止这一个。经济导报记者年初在唐冶片区

探访时注意到，在鲁能泰山7号项目北侧，

另一个租赁住房项目——— 彭家庄站地块

项目正处于开发初期，该项目的建设单位

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彭家庄站地块项目具体位于历城区

刘公河以西、飞跃大道以南，从规划

看，有1301套住宅，包括18套居住公寓，

总建筑面积11 . 8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7 . 68万平方米，包含住宅建筑面积

6 . 91万平方米，配套设施建筑面积3575 . 61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4068 . 66平方米，

此外，机动车停车位819辆。

从此前公布的规划看，这个项目的

容积率为2 . 17，规划了6栋18层的住宅

楼，还有3栋配套及商业设施。在配套设

施方面，则规划了社区卫生服务站、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室内副食品市场、社

区体育活动场地、邻里共享空间等。

规划多为小户型

值得一提的是，彭家庄站地块租赁

住房项目的承建方——— 中铁十四局集团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释放的信息透露，该

项目距离地铁2号线彭家庄站约500米，

项目设有35平方米、60平方米、90平方米

3种户型，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租赁住

房“小户型、低租金”的需求，项目计

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

不仅在济南的东部，在长清区也有

租赁项目在推进，即范村车辆基地租赁

住房项目。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是济

南市第一个整地块建设租赁住宅项目、

第一个地铁场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项

目已于去年8月开工，计划2022年底竣工

交付。

经济导报记者查阅相关规划显示，

范村车辆基地租赁住房项目分为A、B两

个地块开发，具体位于经济开发区刘长

山路以东、济广高速以北、平安北路以

南、赵营片区东南侧，建设单位为济南

轨道交通集团旗下的济南舜清置业有限

公司。

其中，A地块主要建设住宅、居住

配套、配套商业等，其中北侧规划多层

住宅及居住式公寓，南侧规划了小高层

住宅、居住配套，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8 . 9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 . 55万平方

米，共1464户住宅。B地块则有864户房

源，住宅为18层小高层，西侧及东侧为4

处居住配套，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4 . 61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 . 33万平方米。从

公开信息看，该项目规划的户型分为75

平方米、90平方米、95平方米、100平方

米、105平方米、110平方米。

后续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目前，济南在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建

设，上述新增项目房源预计未来也会陆

续建成并投入市场。

合富辉煌(中国)山东公司副总经理许

传明在21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租赁住房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城市公

用产品的一部分，和商品住宅等共同构

成了整个城市的住房体系。现在随着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市建设的发

展，租赁住房行业也在加快推进。

同时，许传明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在租赁住房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大家目前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产品的产

出和供给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整个租赁住房还包括后期运营等。”他

提到，很多租赁住房是提供给一些新市

民，比如刚毕业的学生。不过，如果过

几年这部分学生的职业发展、收入水平

提升，那就会涉及退出条件；另外，有些

行业的工资水平长期较低，则需要长期租

赁住房，所以，在对不同人群的甄别、服

务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另外，许传明还提到，房产作为固

定资产，会有折旧，也涉及用旧后以哪

里的收入去补。租赁住房有一定的公共

属性，它的租金水平不会太高，这个租

金水平能否满足长期运营，都是一系列

问题。

在许传明看来，租赁住房“起了很

好的头，后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导报讯(记者 王雅洁)继互联网存款后，商

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也迎来“定量”新规。日前，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

贷款业务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进一步

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促进业务健康发展，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2020年7月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初步建立了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制度框架。

《办法》发布后，监管部门也发现，各机构执行

效果和整改力度存在差异，部分机构的互联网贷

款业务行为与《办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存在风

险隐患。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通知》进一步细化

审慎监管要求、统一监管标准。一方面，进一步

强化独立风控要求，督促商业银行落实风险控制

主体责任，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

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键环节外

包。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

发放贷款的出资比例、集中度、跨地域开展业务

等事项，细化提出监管标准。

三项定量指标是此次《通知》的一大重点：包

括出资比例，即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

放贷款，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集中度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

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5%；限额

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

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50%。

“出资比例这一标准是根据当前商业银行互

联网贷款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经充分调研测算

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与《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

免监管套利。”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集

中度管理则是防范合作机构风险向银行体系传

染。上述规定，既能够促进商业银行进一步实现互

联网贷款业务的适度分散，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合

作机构的集中度风险，同时为互联网贷款业务健

康发展充分预留了空间。

近年来，个别地方性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拓

展业务区域，严重偏离定位，盲目无序扩张，带来

较大风险隐患。

为此，《通知》要求，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

网贷款业务的，应服务于当地客户，不得跨注册地

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相

当于“卡住”了地方法人银行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区

域经营贷款业务的“脖子”。

“对银行的影响，互联网联合贷款从区域性银

行向全国性银行(股份行、大行)转移。”中泰证券

分析师戴志锋分析，不允许跨区经营，地方性银行

可提供贷款的目标客群将明显减少，所释放的贷

款需求将由股份行、互联网民营银行和法人直销

银行等承接。此外，一级资本净额更大的银行能承

接更大的互联网贷款规模。

“通过对互联网贷款规模的控制，抑制国内居民

杠杆率的持续上升。”在对流量平台的影响方面，戴志

锋认为，头部流量平台的信贷规模受限。后续合作银

行向头部集中，资产方和资金方议价能力更对等。

银行互联网贷款迎新规

地方银行跨区经营
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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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拥有的山东永

安达耐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截至2020年9月30日债权总额

839 . 38万元(其中 :本金800万元，利

息39 . 38万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

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

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

额，基准日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

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

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

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

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可能存在较

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

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

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为拍卖、挂牌转让、公

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

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7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

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联系电话：0531-86059765

0531-86059749

联系人：李先生、徐先生。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1年2月22日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万元

1月11日本报：

8版《睡眠产业迎蓝海》第2

段“带上”应为“戴上”。

1月18日本报：

3版《房企天泰国际冲刺

港股》第五栏第3段“9%”前

多了个空格。

1月22日本报：

4版《山西银行组建起波

澜》第二栏第3段“71家”前

多了个空格。

1月25日本报：

8版《电商“催新”小镇经

济》第二栏第7段“广西遵义市”

应为“贵州省遵义市”。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

向读者和相关单位、人士致歉。

栏目编辑：李延惠

E-mail:Liyh@dzwww.com

传真：0531-82927613

E 有错必纠

《通知》要求，地方法人银

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应

服务于当地客户，不得跨注册

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位于济南唐冶片区的租赁住房项目——— 彭家庄站地块项目鸟瞰图

这两年，

济南陆续增加

租 赁 住 房 项

目，加快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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