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温春磊 蔡培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据济南海关统计，2016
年前7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8445 . 8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 . 5%，高于全国
5 . 5个百分点。其中，7月当月，山东省进
出口1347 . 9亿元人民币，增长6 . 3%，再创
年内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新业态成为出
口新增长点。21家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出口101 . 6亿元，增长2 . 2倍，拉动全省出
口增长1 . 5个百分点。

一般贸易方式占比逾6成，海关特殊
监管方式进出口增长显著。前7个月，山
东省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5338亿元，增

长6 . 4%，占同期山东省进出口总值（下
同）的63 . 2%，其中一般贸易出口3155 . 5亿
元，增长9 . 3%。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2391 . 9亿元，下降11 . 4%，占28 . 3%。同
期，以海关特殊监管方式进出口657 . 7亿
元，增长37 . 9%。

民营企业为进出口主体且增长明显。
前7个月，山东省民营企业进出口4634 . 8
亿元，增长13 . 3%，占同期山东省进出口
总值的54 . 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3024 . 1
亿元，下降8 . 7%，占35 . 8%。同期，国有
企业进出口781 . 4亿元，下降6 . 8%。

美国、欧盟、韩国为我省主要外贸市
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贸易规模快速增

长。前 7个月，山东省对美国进出口
1098 . 7亿元，下降7 . 3%；对欧盟进出口
1060 . 6亿元，增长5 . 7%；对韩国进出口
1057 . 7亿元，下降5 . 2%；对东盟进出口
962 . 1亿元，下降8 . 5%；对拉丁美洲进出
口874 . 3亿元，增长13 . 9%；对日本进出口
702 . 3亿元，增长0 . 1%；对非洲进出口
518 . 4亿元，增长27 . 4%。

原油、铜、铜矿砂等大宗资源类商品
进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农产品进口下
降。前7个月，山东省进口机电产品968 . 1
亿元，下降3 . 9%；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534 . 2亿元，下降9 . 5%；进口农产品492 . 5
亿元，下降17 . 9%。从具体商品分析，进

口原油458 . 9亿元，激增2 . 5倍；进口铜、
铜矿砂184 . 6亿元、118 . 4亿元，分别增长
25 . 7%、82%。同期，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221 . 1亿元，下降6 . 9%；进口集成电路
181 . 2亿元，下降13 . 2%。

纺织服装、农产品出口稳步增长，机
电产品出口下滑。前7个月，山东省出口
机电产品1866 . 8亿元，下降2%，出口高新
技术产品532亿元，下降16 . 9%；出口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1012 . 5亿元，增长8 . 6%，其
中，出口纺织服装745 . 3亿元，增长7 . 8%；出
口农产品580 . 8亿元，增长11 . 1%。此外，出
口新的充气橡胶轮胎 2 7 1 . 5亿元，增长
1 . 8%；出口钢材206 . 8亿元，增长4 . 8%。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从今年10月1日起我省将在全面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再整合社会
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实施“五证合一”。

改革后，企业申请设立登记的、原执照有效期满、申请变更登记
或者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依法核发、换发加载统一代码
的营业执照。企业不再另行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对于
已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的企业，不再收缴原社会保险登
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原要求企业使用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办
理相关业务的，一律改为使用营业执照办理。

据统计，自去年10月1日以来，全省共核发“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89 . 1万份，其中新登记企业39 . 94万户，换发“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49 . 15万份。“已按照‘三证合一’登记模式领取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企业，不需要重新申请办理‘五证合
一’登记，由登记机关将相关登记信息发送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
计机构等单位。”省工商局副局长田治颖说。

因无论是“三证合一”还是“五证合一”，适用范围都不包括广
大个体工商户，从今年12月1日起，按照工商总局部署，我省将把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整合，实现个体工商户的“两证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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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 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创业创新”是第六届山东文博会的重要主题。记

者从文博会执委会获悉，本届文博会将对我省高校大学生文化创意作
品进行集中展示，彰显大学生文化创意活力，促进高校文化创意成果
转化。

“齐鲁工业大学展区将以‘创意·未来’为主题，立足新颖的设
计理念，全面展现齐鲁工业大学文化产业领域创新创业水平与大学生
文化创意活力。”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预计展出30余名学生的
80余件（套）优秀设计作品，内容涵盖服装设计、漆艺、陶艺、纤维
艺术、插画、包装设计、产品设计、首饰设计等。

“目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展区展项已全部确定，学生在产品创
意设计、平面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新媒体艺术等领域的多项
创意设计成果将集中亮相文博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社会服务办公
室主任滕丕强介绍，该校展出的作品中约40%以上已被相关企业或单
位采用，部分作品甚至在相关领域成为前沿性的创新成果。

生活是创意设计的永恒主题。据了解，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即将展
出的作品，不少是围绕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创作的，力求以智慧性的方
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1+1>2童车”项目针对当下二孩家庭而设
计，通过组合性的设计，研发出了大孩和二孩共用，增强情感交流的
新型童车样式。“航拍无人机设计”项目将智能手表跟拍与避障功能
相结合，适应了当下航拍无人机的发展潮流。“璇玑”系列项目采用
复合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收纳箱柜可以根据空间需要自由折叠组合。

我省10月1日起实施

五证合一

高校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

将亮相文博会

我省7月进出口值再创年内新高
◆新业态拉动出口增长1 . 5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为进出口主体且增长明显

（上接第一版）属于满意度偏低的一项，
普遍反映融资时面临着传统信贷融资受
阻、投资机构等股权投资接触难等问题，
制约着山东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去年7月，中科盛创（青岛）电器公
司在我省率先拿到跨境人民币贷款。“我
们通过青岛银行从韩国韩亚银行跨境贷
200万，为期两个月，利率比境内银行低
款。”中科盛创相关负责人介绍，贷款到
账时间快也是他们向韩国银行跨境贷款的
原因，“大概半月就全部到账了”。

中科盛创能舍“近”求“远”，是因为去
年青岛成为全国首个允许境内企业从韩国
银行机构借入人民币资金的试点地区。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体制改革所所长吴

军说，推进金融业等服务业开放，可以为
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创造良好环境。

“依托韩中FTA合作示范区先行先
试，山东可以申请建立韩国资本市场开放
特区，而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香港—深
圳前海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都是人民
币资本开放特区。”韩国金融投资协会国
际调查组长任炳翼建议道。

随着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
发展，市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
显著。一些外资企业和商会跟我们说，缺
少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目前制约科
技创新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青岛中德产业园的做
法给人启发。他们成立我省第一家知识产

权仲裁院，聘任了包括多位德国籍仲裁
员。同时，作为青岛市中院的派出机构，
去年山东第一家知识产权法庭在此诞生，
实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
“三审合一”，目前已多次开庭审理涉外
知识产权案件。

去年，澳大利亚一家国际知名锯机企
业，因怀疑我省一家机械企业生产制造与
他们专利产品相同的产品，诉诸于法律程
序，青岛中院中德生态园知识产权巡回法
庭以国际接轨的法治办法，妥善处理了这
个纠纷。

不仅如此，青岛中院、青岛仲裁委员
会和中德生态园管委会三方共同成立知识
产权创造与保护中心，为我省打造国际化

的产权保护环境提供智力支持，服务“一
带一路”和创新驱动战略。

打造网上审批和政务服务平台，是提
高效能、优化服务的重要手段。但采访
中，一些外资企业跟我们说，很多市、县
两级的行政审批系统事项名称不同、流程
标准不同，对企业办事造成了不小的困
扰。

记者了解到，省、市、县三级不同部
门都有自己的平台，互相之间不联不通，
办事效率大打折扣。省编办主任刘维寅
说，我省今年下大力气扭转这种局面，10
月底前完成省与市、县（市、区）互联互
通任务并组织试运行，12月底前全省统一
的政务服务平台将正式运行。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台北8月13日电 “每个家庭的

故事、影像，都有它的价值。这些故事、
影像，共同影响和构成了整个国家的历
史。我向在座各位发出邀请，把你们的故
事告诉我们，变成铅字，让我们一起记录
整个国家的历史脉动。”在山东画报出版
社举办的“《老照片》——— 回望历史的窗
口”主题活动上，《老照片》主编冯克力
在演讲结束后，诚挚向前来参观的台湾山
东同乡“邀书”，赢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8月13日，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在台北开幕次日，山东作为主宾省，37家
出版社带来万余册鲁版图书和数字产品展
出。

山东出版集团是山东出版行业的领头

羊和主力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与
台湾出版界开始交往合作。参展人员杨刚
介绍，目前山东出版集团和台湾出版界的
合作已经从单纯的图书版权贸易往来，扩
展到电子音像出版物合作开发、发行网络
考察、教材立体开发合作、杂志合作、文
化产业的互相融合等诸多领域。

围绕图书出版推介，山东主宾省举办
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散发着齐鲁书香，充
满了传统韵味。

山东教育出版社邀请知名作家、学者
对谈：米吉卡对话陈丽云，谈儿童文学作
品中的童年，作家的童年故事让观众听得
入神；山东大学教授牛运清访谈山东大学
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马
瑞芳，畅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永恒魅力，引

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
“父子俩骑毛驴，一路上发生了什么

故事？”明天出版社市场运营部的沙慧蕊
身着旗袍，在优美的配乐中，通过一张张
幻灯片，向台湾观众介绍大陆最优秀的原
创绘本，让读者了解大陆原创绘本的发展
历程和魅力。现场气氛感人，不少观众与
沙慧蕊合影，称她是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
使者。

齐鲁书社精心组织了“《一字禅：从
一个字看娑婆世界》分享与两岸佛学图书
出版访谈会”，邀请台湾大学教授杜保瑞
和台湾淡江大学教授蔡琳堂等与本书的作
者一苇先生，就两岸佛学图书的研究与出
版进行探讨，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智慧交
锋。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王 磊 袁广峰

8月３日１４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
沙县，37岁的帕提古丽·瓦斯提熟练地踩
动着缝纫机踏板，手中的布料在针板上飞
舞，一双双防静电手套鱼贯而出。她所在
的芒辛乡４村锦绣纺织产业社区５００平方米
的厂房内，90多名维吾尔族女工和她一样
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

帕提古丽是芒辛乡４村村民，骑电动
车从厂里到她家很近，只需三四分钟，但
为了多生产手套，帕提古丽经常中午、晚
上主动留在厂里加班，“厂里实行计件工
资，多劳可以多得，挣得多了，家里的生
活也会越来越好。”

帕提古丽所在的工厂是援疆企业喀什
锦绣纺织有限公司在英吉沙县设立的9个
分厂之一，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卫星
工厂”，具体来说就是，援疆企业在济宁
市援建的英吉沙服装产业园设立总部，负
责产品设计、销售、质检、包装、物流
等；同时在乡村和社区建立“卫星工
厂”，统一管理标准、统一发放订单、统
一配送原料、统一回收产品。

“按照‘总部工厂+卫星工厂’的模
式建设农村产业社区，让维吾尔族同胞走
出家门进厂门，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并产
生‘就业一人、改变一家、带动一片、稳
定一方’的积极效应。”据济宁市援疆指
挥部指挥李洪文介绍，英吉沙县是古丝绸
之路的重要驿站，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土

地收入低，就业渠道狭窄，工资性收入较
低。

为解决维吾尔族员工就业问题，济宁
市援疆指挥部与英吉沙县积极招引劳动密
集型企业。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内最大的滑雪
手套生产企业——— 济宁中兴手套集团落户
英吉沙县，并将小型加工厂建到农村和社
区，探索出了“总部工厂+卫星工厂”模式。

“总部工厂＋卫星工厂”生产模式逐
渐推广，投资９０００多万元的服装产业园竣
工，为手套、服装、针织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集聚创造了条件，现已有中兴手套、锦
绣纺织、伊丝路汽车坐垫、即发集团等６
家企业在服装产业园设立总部，在乡村设
立“卫星工厂”5３个，6900余名维吾尔族
同胞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记者 薄克国 白 晓 报道
本报青岛8月13日讯 今天上午，第2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崂山会

场开幕，崂山区世纪广场啤酒城里，悠扬华美的啤酒舞、酣畅淋漓的
草裙舞、欢快激昂的桑巴舞等依次上演（上图）。崂山会场汇聚了全
球400余种啤酒产品，在啤酒品饮区共设置了7处啤酒大篷园和1处广
场啤酒花园。同时，设置啤酒文化体验馆，将组织精酿啤酒品饮、现
场酿造体验、啤酒沙龙讲座、世界啤酒文化展示等活动。

啤酒节崂山会场为期16天，将持续到8月28日。

第2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崂山会场开门纳客

□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朱盈盈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
山东调查总队获悉，7月份，受新医改政
策的逐步落地及持续高温多雨天气影响，
山东市场物价涨幅回升。与上年同期比，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 . 7%，较上
月涨幅扩大0 . 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
涨1 . 9%，农村上涨1 . 0%。与上月比，价格
总水平上涨0 . 5%。1-7月，价格总水平累
计上涨1 . 9%。

食品烟酒类价格涨幅继续回落。与上
年同期比，全省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1 . 9%，涨幅较上月回落1 . 3个百分点。

非食品类价格以涨为主。7月份，非
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 . 6%，影响价格总水
平上涨1 . 3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76 . 5%。

同期，房租价格略有下降。假期租房
市场比较平淡，租赁房房租价格同比上涨
2 . 0%，涨幅较上月回落0 . 3个百分点，环
比继上月下降0 . 3%后，本月再降0 . 2%。

8月13日，由文化部主办，山东省教
育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艺术学院承办
的第11届“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
示活动在济南启动。从8月14日至19日，
将举办10场展示活动，来自全国46个院校
的110个剧目将现场展演，展示我国舞蹈
专业教学成果。本届活动还增设了专业研
讨环节，将围绕舞蹈教学课程建设、教学
剧目创作、艺术实践、民族舞蹈文化传承
等主题召开四场专题研讨会。
（□孙先凯 报道）

8月13日，山东友谊出版社和台北教
育大学在台北举行了尼山书屋揭牌仪式。
这是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台湾设立的第一家
尼山书屋。

尼山书屋由山东出版集团山东友谊出
版社创建于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是文化
文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尼山书屋收
藏和展示的是反映世界文化文明成果的优
秀图书。台北教育大学是台湾有较高知名
度的高等学府，尼山书屋落户于此，在促
进两岸教育、文化交流和合作方面将会起
到重要作用。（□赵琳 报道）

110个舞蹈剧目

展示我国舞蹈成果

台湾首个尼山书屋揭牌

今年秋季入学后，我省高中和大学新
生的军训内容将增加“消防知识”这项新
内容。记者从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获悉，
日前，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军区学生
军训工作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8
月20日起至9月30日，在全省各高级中
学、高校组织开展消防知识“进军训”工
作。（□贾瑞君 报道）

新生军训将新增

消防知识内容

援疆卫星工厂建在乡间村头
维吾尔族同胞走出家门喜进厂门

7月份山东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扩大

山东主宾省展馆亮相“海图会”

《老照片》向台湾山东同乡“邀书”

（上接第一版）这是拔掉穷根最有效的办法。”市长陈飞认为，当务
之急是为贫困户选项目，为贫困村选产业，让更多农村贫困户加入生
产协会、合作社，纳入产业化经营链条，使农户“进会、入社、上
链”。

目前，德州已实施各类扶贫产业项目1246个，受益贫困人口6万
多人，形成扶贫产业项目典型带动、遍地开花的良好态势。

3月，宁津县纪委的一纸通报在德州党政机关掀起一片惊叹———
该县长官镇党委两名委员在扶贫工作中对“五通十有”的有关要求重
视不够、标准不高，重布置，轻督导，重安排，轻检查，致使路庄村
“五通十有”标准低，效果差，两人被党内警告处分，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被诫勉谈话。

考核“指挥棒”和督查“杀威棒”双管齐下，德州制定出台了
《德州市脱贫攻坚督查问责办法（试行）》《2016年度县（市、区）
脱贫攻坚考核办法》和《2016年度市直行业部门脱贫攻坚考核办
法》，把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单位和责任人全部纳入问责范围，并将问
责细化为24种情形，明确约谈、免职等11种问责方式。通过时间、人
员、对象、明察暗访“四个随机”督查，今年以来先后深入53个乡
镇、269个行政村、2014家农户，对督查发现的问题，直接反馈给县
委书记和县市区长。

发力做加法的同时，善于做减法也是综合施策的应有之义。今年
以来，德州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起付线减半，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提高5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两项政策每年可以减轻贫困人员医疗
费用负担2000多万元。

医改推动医疗服务价格上涨9 . 9%

自6月份实行新

医改政策以来，全省

各地的医疗服务价

格大幅上升，7月份

同比上涨9 . 9%，影

响价格总水平上涨

0 . 4个百分点，影响

程度为23 . 5%，环

比上升了7 . 5%。

西药价格环比

下降1 . 3%

护理价格上涨

56 . 0%

临床手术治疗价

格上涨13 . 5%

7月份，山东各市新“医

改”方案基本上全面启动，

取消了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

( 中药饮片除外 ) ，降低了

CT、磁共振等大型设备检

查、检验价格，提高了体现

医务人员劳动技术价值的服

务如诊察、护理、手术和床

位等价格。

挂号费价格上调影
响一般医疗服务价

格上涨35 . 7%

CT、磁共振等价格
下调影响影像学诊

断价格下降4 . 6%

中医治疗价格上涨

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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