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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6月23日电 第21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主题活动——— 两岸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今天在台北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晓明，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乃静，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
森，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200多人出席论坛。

于晓明在致辞中说，山东与台湾中小企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
大，进一步深化鲁台中小企业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我们共同应对挑
战，共同开拓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升级转型。于晓明就进一
步加强山东与台湾中小企业合作提出五项措施。一是优先对台湾开放
重点投资领域，继续实行涉台优惠政策。二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着
力改善营商环境。三是建立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启动合作与服务平
台。四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大力推动
创业兴业，鼓励台湾青年来山东投资发展。

6月22日，于晓明率山东省经济合作交流团抵达台北，拜会了中
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董事长江丙
坤，出席了鲁台合作交流会、两岸商会交流续谈会、两岸文创产业合
作研讨会、与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交流会、两岸青年创业发展论坛等
第21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专题活动。

□记者 齐 静 通讯员 邱燕楠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3日讯 今天，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江汀到省

武警总队、省消防总队和省边防总队调研，看望武警、消防、边防官
兵。

张江汀强调，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
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确保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牢记职责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完成
好执勤处突、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应急保障等急难险重任务，全力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要高
度重视部队建设，深入抓好铸魂育人、练兵备战、正风肃纪，扎实开
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5日至22日，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省政协副主席张传林率团出访匈牙利和蒙古。
访问期间，代表团与匈牙利国会、经济部、地质矿物部、投资贸

易署、旅游局、匈中经济商会和蒙古国议会、食品与农业部、华侨协
会等政要和商协会负责人就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深入磋商交流，举办了
2015中国品牌中东欧展览会、山东与匈牙利投资贸易推介会、山东与
蒙古国食品与农业部圆桌会议、山东与东方省投资合作会议等经贸活
动，随团企业洽谈推动了一批投资合作项目，达成了一批项目合作意
向。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我省境外投资企业，促进在谈在建投资合作
项目加快实施。访问了匈牙利包尔绍德州和蒙古国东方省，就下步双
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省州互利共赢合作交换了意见。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管晓艳

6月23日，两岸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论
坛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宣告第21届
鲁台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鲁台会”）
拉开帷幕。在论坛上，“两岸新页——— 中
小企业合作平台”正式开通。千家中小鲁
企入岛交流计划被提上日程。

产业融合趋向高端化

“一年跑大陆十几趟，参加各地对台
交流活动有很多，规模大者甚众，但泛泛
而谈者居多，我们更期待的是实质效
果。”在台湾工业界人士蔡练生看来，鲁
台会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坐下来进行专业对
接的平台，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合作项
目，所以很受台商欢迎。

谈起在山东的发展，潍坊台商协会会
长、联胜数码广场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文钧感慨颇多：“近年来山东的发展速度

惊人，相对于台湾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郭文钧祖籍高密，在2004年就参加了鲁台
会，从那之后他在大陆的事业有了飞速发
展。

产业转移，也在升级。两岸的经贸合
作，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而是呈现出双
向性、多元化、高端化的发展新趋势。智
慧城市、智能制造、文化创意、健康养生
等领域的合作融合，逐渐成为经贸合作的
重要方向。

记者了解到，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端
制造业，历来是鲁台合作的重点产业，也
是鲁台会重点推动的两岸合作共赢产业之
一。山东的知名电子制造商歌尔声学股份
有限公司，通过鲁台会期间和多次商务赴
台，不仅与台湾企业合资成立了歌崧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而且于2011年赴台投资设
立了分公司，公司产品直供多家台湾电子
厂商使用。

目前，山东与台湾之间已开通4个空
运直航点和10个海运直航点，济南、青
岛、烟台开放了赴台自由行，台胞来往大

陆即将免予签注，这些都为鲁台人员往来
和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许多台商朋
友在鲁投资兴业。截至今年5月份，山东
省已累计投产开业台资企业5500多家，台
商实际投资230多亿美元。据不完全统
计，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在山东的台资
企业盈利面仍在70%以上。

两岸企业结对行业对标

台湾中小企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在
国际市场形成独特优势，与欧美中小企业
有相似之处，综合竞争力目前排名全球第
12名，效益名列第一，已经超越了德国、
奥地利等欧洲发达国家水平。

“台湾中小企业有专利、有技术、有
成功营销经验、有畅通的经营渠道、有成
熟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方法，有良好的创新
机制和先天优势。另一方面，台湾中小企
业也急需大陆市场的发展空间和资源的支

撑，而我省当前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需要走出去借鉴学习交流。”据
此，山东省经信委主任钱焕涛认为，“目
前正是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共赢、一同占领
国际市场的好时机。”

“两岸新页——— 中小企业合作平台”
应运而生。据山东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张忠
军介绍，该平台是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与
合作打造的专题互动平台，主要发布两岸
企业的发展状况、贸易供需、投资政策等
相关资讯，并构建“台湾名品”、“好品
山东”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身份认
证系统，是两岸中小企业开展投资与贸易
的便捷安全的网上通路。

另外，钱焕涛告诉记者，鲁台中小企
业结对工程和行业对标活动也已启动。按
照计划，山东省将组织千家中小鲁企入
岛，以鲁台中小企业在搭建平台、产业融
合、项目对接、行业对标、结对发展等方
面进行交流、考察培训为内容，以拉动两
岸民间经济互动，增进鲁台产业互补。

（本报台北6月23日电）

第21届鲁台经贸洽谈会

两岸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论坛在台北举行
于晓明出席

省政府代表团出访
匈牙利和蒙古

张江汀到省武警总队、省消防总队

和省边防总队调研时强调

要高度重视部队建设

◆鲁台经贸合作呈现多元高端趋势 ◆搭建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平台

千家中小鲁企将入台交流
台商表示：对台交流活动不少，但泛泛而谈者居多，鲁台会是一个让大家坐下来专业对接的平台

食安违法建“黑名单”
◆一年打掉“黑窝点”797个 ◆今后侦控前移到社区农村

◆1900余条群众举报破获案件980余起

□记 者 贾瑞君
通讯员 刘冠伟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3日讯 从2014年6
月至今一年时间里，全省公安机关相
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
共侦办食品犯罪案件2046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2726名，打掉“黑窝点”
797个，打掉犯罪团伙186个，涉案价
值4 . 5亿元。

我省公安机关连续破获制售“含
铝包子”系列案、制售有毒有害豆制
品系列案以及非法制售涉及肉制品、
调味品、饮料等多起重大案件。针对
广大中老年群众和慢性病患者广泛食
用的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违禁物质问
题突出的情况，省公安厅目前正在组
织开展为期50天的“利剑·Ⅰ号行动”
进行专项打击，并已取得初步战果。

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涉及众多机构
和部门，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犯罪，
单凭公安一家的打击是远远不够，必
须源头预防、全程监管、社会共治多
措并举，多方发力才能共同保护“舌
尖上的安全”。省公安厅副厅长任建
军介绍，今后探索行政监管与刑事侦
查信息共享，建立违法犯罪“黑名
单”库，推动建立务实管用的两法衔
接各项细化配套工作制度，推动健全
完善社会共治机制，切实形成维护食
品安全工作合力。

其中，群众举报是获取食品犯罪
线索的重要渠道之一。记者了解到，
2014年6月份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接
到群众通过电话、邮箱、信件等方
式，举报食品犯罪或提供犯罪线索
1900余条，据此破获各类食品犯罪案
件980余起，发放举报奖金110余万元。

任建军介绍，“今后将把打击食
品犯罪基础工作逐步融入到社区和农
村，推动侦控阵地前移，结合立体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在违法
犯罪重点区域、部位布设视频监控，
提高犯罪发现和打击能力，推进警务
实战化建设。”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6月23日，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
总队长张月波通报我省公安机关一年
来破获的食品犯罪十起典型案例。

2014年以来，国家《关于调整含
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发布
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在生产包子
过程中，非法添加主要成分是硫酸铝
钾、硫酸铝铵的“泡打粉”，在门店
内进行销售。经检测，其所生产的
“问题包子”中每公斤铝残留量达到
200到500毫克，严重超出国家允许使用
食品中的铝残留量标准。

自去年7月1日起，我国就明令禁止
包子、馒头、发糕等面制品中使用含铝
食品添加剂。但是一些不法商家为了提
高发面效率，追求“卖相”，节约成
本……依然“铝”禁不止。2014年12月以
来，济南市公安机关连续侦破24起非法
添加硫酸铝钾、硫酸铝铵“含铝包子”系
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3名。

虽然全省打击食品犯罪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绩，全省食品犯罪多发、频发
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省公安厅副厅长
任建军认为：“我省仍处于食品违法犯
罪问题的高发期，并且当前食品犯罪呈
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任建军介绍，农业投入品和种植养
殖、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餐饮消费等多
个环节均不同程度存在犯罪问题，制售
有毒有害农药、兽药、鱼药，使用禁用药
物，添加非食用物质，制售假冒伪劣食
品等犯罪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说，涉
及食品安全的所有环节全部陷落，从农
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都已失守，量多
面广，情况复杂，这是我省食品犯罪面
临的新情况，这也给我省打击食品犯罪
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当前食品犯罪问题突出集中在肉
及肉制品、豆制品、保健食品、酒水饮料
等食品领域，并且这些案件具有较强的
反复性。”任建军表示，这是当前我省食
品犯罪呈现出的另一个新情况。

来自我省公安机关的资料显示，
像“呋喃西林”、“瘦肉精”、“地

沟油”、病死畜禽、“毒腐竹”等严
重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和案件仍有发
生，屡禁不止、屡打不绝。

多年来，无证生产加工“黑窝
点”一直是食品犯罪的高发区。任建
军介绍，近年来部分食用农产品种植
养殖企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
企业的违法甚至犯罪问题逐步暴露。
同时，新的“潜规则”不断出现，犯
罪分子为降低生产成本，逃避监管和
打击，不断研究新的食品制假掺假手
段和新的有毒有害添加物，这是当前
我省食品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

2014年11月，济宁市公安机关侦破
一起制售假劣保健食品案，现场查获假
冒多个品牌保健食品40余种，经鉴定保
健品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出国家规
定标准2-10倍。经查，2013年2月以来，犯
罪嫌疑人牛某某等人使用劣质胶囊，委
托康鑫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贴牌生产
多个品牌系列胶囊产品，在互联网上进
行宣传销售，通过物流等方式销售到多
个省份，涉案价值2亿余元。

含铝包子“铝”禁不止
食品犯罪呈现新特点，从农田到餐桌都已失守，新制假掺假手段频出

□记者 贾瑞君 报道
我省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查办的无证食品生产窝点。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梁凤华 王 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再添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以山东

常林集团为主体企业申报的临沂市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产业区域集聚
发展试点近日获批。这是我省第二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2014年联
合组织开展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试点工作。据了解，全国参加
评审的共有68家，最后评审通过15家，山东省两家。以山东常林集团
为主申报的试点是全国唯一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零部件集聚区。

据悉，临沂市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到2017年实现总收入过315亿元，年均增长速度16％。至2020年，实现
总收入过1000亿元，其中液压元件及系统为114亿元，高效节能环保
挖掘机为201亿元。

我省又添国家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胡恩姣 报道
6月21日，“中华学子孟子故里行”活动在邹城举办，来自全

国36所高校的300名学子齐聚孟子故里，踏上以“游学儒风邹城
涵养浩然之气”为主题的传统文化体验之旅。活动期间，广大高校
学子参观了孟庙孟府景区，并在孟府大堂前观看和亲身体验了成人
加冠加笄礼。

□通讯员 苗成标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
日前公布2014年度中国煤炭机械工业50强
企业名单，山东有11家企业上榜，其中，
山东能源集团占六席，兖矿集团占两席。

山东能源集团的6家入围企业全部来
自于前不久挂牌成立的山东能源重装集
团，分别是：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鲁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煤机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
矿机械有限公司、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
公司和山东塔高矿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入围的两家企业是兖矿东华重工
有限公司、兖矿集团大陆机械有限公司。另
外三家企业分别是山东天晟煤矿装备有限
公司、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
先河悦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在2014年度50强企业排序中，山东能
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35 . 15630
亿元的年销售收入名列第7位，是我省排
名最靠前的企业。

11家鲁企入围中国

煤炭机械工业企业50强

□通讯员 杨晓霞 叶 文 记 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3日讯 省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重要天气预报，预

计今天夜间到25日，我省南部地区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
其中，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鲁西北的西部和鲁中的南

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预计过程降雨量全省
平均10-25毫米，其中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5市20-40毫
米，局部地区70毫米左右；聊城、泰安、莱芜、潍坊和青岛5市的南
部地区8-15毫米，局部地区30毫米左右；我省其他地区1-5毫米，局
部地区10毫米左右。

我省南部将迎明显降雨 □记者 贾瑞君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3日讯 今天凌晨3时

许，青银高速公路301公里200米处青岛方
向发生两辆大货车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运
输桶装危化品的车辆发生泄漏，给清障带
来很大难度，造成路面长时间压车，部分
收费站临时关闭。

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
队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端午3天假期期
间，全省高速交警共查处违反禁行规定的
危化品运输车辆125辆，其中光流量较大
的济青高速公路北线就查处54辆。

125辆危化品运输车辆

端午期间上高速被罚

□记者 吴荣欣 戚加绚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3日讯 随着各大、中

专院校陆续放假以及麦收结束，铁路客流
量呈现明显增长状态。记者今天从济南火
车站获悉，今年铁路暑运，济南火车站预
计发送旅客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3 . 5％。

据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2015年
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
共计62天。济南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03
万人次，日均6 . 5万人次，较2014年同期
增长13 . 5％。其中直通（省内）旅客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10 . 3%，管内旅客248万
人次，同比增长15 . 5%。

针对2015年暑运特点，济南火车站共
安排增开旅客列车4对，其中直通1对，管
内3对。

济南火车站暑运期间

预计发送403万人次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暨

济南市“万人登高万步行”全民健身活动
将于6月27日至8月8日在济南举行。

本次全民健身活动时间为6月27日至8
月8日间的每周六、周日上午6：00至9：
00。参加活动的市民可于周六、周日上午
6:00至8：00攀登济南英雄山，并到山顶人
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活动登记报名处凭个人
身份证登记领取本次活动专用唯一编号的
序号牌。然后，下山经马鞍山路中段（或
经十一路）到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场领取
活动健步走编号，再绕场步行8圈，即为
完成本次活动，后凭活动专用序号牌和健
步走编号领取面值为3元人民币的即开型
中国体育彩票一张，将有机会获得最高3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本次活动参与总人数
为10000人，额满为止。

“万人登高万步行”

全民健身活动27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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