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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丽媛 温春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2016年外贸百强榜单日

前出炉，作为山东省数万家外贸企业中的“佼
佼者”，要想入围殊为不易。记者从济南海关
获悉，2016年，山东省外贸进口、出口百强榜
单入围门槛均比2015年明显提高。其中，出口
百强榜单入围门槛为8 . 8亿元，较2015年提高
6%，进口百强榜单入围身价则由2015年的9 . 8
亿元提高到11 . 4亿元。

统计显示，2016年，山东省有实际进出口
记录的企业数量达4 . 2万家，比2015年增加了
3000余家，企业在国际市场拼搏鏖战的动力进
一步增强。尤其是出口方面，全年新增出口企
业7833家，创造出口值544 . 3亿元，拉动全省
出口增长0 . 1个百分点，在全国出口下降的不
利局面下，2016年山东省出口逆势增长1 . 2%达
到9052亿元，创下山东省出口值年度历史新
高。

山东省进出口前100位企业成为绝对的
“领航者”。2016年，山东省进口、出口前
100位企业合计实现进出口值6456 . 1亿元，较
2015年增长25 . 3%，增幅较全省总体高出21 . 8

个百分点，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1 . 7%。
其中，出口百强和进口百强分别增长18%、
31 . 2%，高于全省整体增速16 . 8个、24 . 3个百
分点，占全省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的29 . 8%、
58 . 5%，对当年山东省外贸出口、进口增长的
贡献率分别达到100 . 8%、832 . 4%。

有实力跻身榜单前10位的企业，无疑是百
强军团的“风云人物”，均是各自行业中的龙
头明星企业。2016年，山东省出口前10强企业
合计出口1034 . 2亿元，增长43 . 2%，占出口百
强企业出口总值的38 . 3%，较2015年的40%略
降1 . 7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1 . 4%，较
2015年的10 . 9%提高0 . 5个百分点。出口10强榜
单上，电子制造业的上榜企业由2015年的8家
减少至2016年的6家，但5家蝉联出口10强的企
业均是电子制造企业。

其中，鸿富锦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卫
冕山东省出口冠军，乐金电子集团旗下三家企
业携手入围10强榜单，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
有限公司则扛起国内电子装备行业的大旗，由
2015年出口百强第5位上升至第4位，表现十分
稳健。此外，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日
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替代同宗的海尔

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
司上榜，而作为唯一一家外贸服务型企业，山
东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一举由去年的40位
飙升至榜单第3位，显示出新兴外贸服务公司
强劲的竞争力和增长动力。

进口方面，2016年有7家企业蝉联进口10
强榜单，其中凭借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的外资电子制造企业在进口10强榜单上占据
3席，较2015年减少1家。抢去电子制造企业风
头的，则是省内资源密集型企业。据介绍，由
于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以及国家放开民营企
业进口原油的限制，原油、铜精矿、铁矿砂等
资源型商品进口值猛增，资源密集型企业上榜
达到6家，增加2家。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
司，由上年的第26位飙升至榜单第2位，2015
年尚未进口百强榜单的华岳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首次上榜便成功杀入10
强。

从贸易结构看，随着山东省外贸加快转型
升级力度，产品质量、品牌形象、自主竞争能
力不断增强，对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加工贸易依
赖不断减小，一般贸易迅速增长。2016年，山
东外贸百强企业以一般贸易进、出口值分别为

2431 . 5亿元、912亿元，分别增长45 . 3%、
36 . 6%，占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也提高
到60%、22 . 5%，较2015年分别提升5 . 2个、10
个百分点，显示企业出口自主性进一步提升。
此外，2016年百强企业加工贸易进口、出口分
别 占 全 省 加 工 贸 易 进 口 、 出 口 的 5 0 % 、
53 . 4%，较2015年分别下降7 . 3、0 . 5个百分
点，百强企业对跨国电子装配产业、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正逐渐下降。

从地域分布看，百强企业分布均匀化程度
较2015年有所提升，中西部地市涌现的百强企
业增加。2016年，山东省外贸出口百强企业分
布在全省16个市，较2015年增加1个市。其
中，青岛市31家企业上榜，较2015增加11家，
居各市首位且优势明显；烟台15家企业上榜，
较2015年减少7家；东营、潍坊各9家企业较去
年有所下降，而德州、临沂、菏泽、莱芜上榜
企业均较去年有所增长。同时，进口百强榜单
上，烟台22家企业上榜，和青岛并列榜首，烟
台较2015年增加5家，青岛则减少10家，此外
东营上榜企业达到12家，增加2家，潍坊、日
照则同时有7家企业入围进口百强榜单，企业
分布趋向均匀。

□ 本 报 记 者 周 艳
本报通讯员 沈秀莉

郓城仲堌堆地处黄河滩区，盛产优质小粒

黄豆及沙瓤西瓜，是西瓜酱的发源地。西瓜酱
是鲁西南地区家家户户喜爱的下饭菜，当地有
“吃了仲家西瓜酱，胜过天天喝杜康”的歌
谣。仲信、王贤慧、仲春梅、仲召鑫四名大学
生看到了家乡西瓜酱的发展前景和浓厚的创业
氛围，放弃高薪工作毅然回乡，成立了郓城仲
堌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带领村民把闲置
的土地都种上了西瓜和黄豆，以市场价收购，
并雇用村里的贫困户进行加工生产，将“仲堌
堆西瓜酱”品牌推广出鲁西南。

郓城籍在外应届大学生中间流传着这样一
封信——— “归来吧，朋友们！全县人民真诚欢
迎你们返乡创业，在感恩家乡、回报家乡中慷
慨激昂地挥洒壮志豪情、浓墨重彩地绘就绚丽
人生”。

郓城现有近18万外出人员、优质劳动力异
地就业创业。为了吸引在外人才返乡，郓城跳
出区域局限，先后在深圳、青岛、西安、北
京、上海、杭州、昆明、天津、大连、烟台、
威海设立了返乡创业服务站，向大学应届毕业
生寄发《致在外人员的一封信》和创业政策汇
编14000件，累计收集创业反馈信息6300条。

吸引人才不是最终目的，留住人才才是。
为了体现对返乡创业人才的重视，郓城近两年
拿出270万元奖励20名返乡创业之星和6处创业

孵化基地，县财政每年列支1000万元专项资金
扶持返乡创业。在财税、用地、金融、租金减
免方面，郓城设立了1000万元的创业贷款担保
基金、2000万元的过桥资金，2017年上半年发
放创业贷款1 . 1亿元、财政贴息205万元，带动
就业3620余人。

为了给返乡创业人才提供精准服务，郓城
搭建起多层次的创业平台。作为全国首批农民
工返乡创业试点县，郓城设立了县级返乡创业
服务中心和23个乡镇街区服务站；建立起完备
的创业人才库、项目库、专家库；创建了3个
县级返乡创业园、6个创业孵化基地和7个乡镇
特色创业园；打造门槛低、成本低、收费低、
环境优的“三低一优”创业环境。占地1200亩
的县返乡创业园2016年3月份开工，目前已建
成标准厂房64万平方米，签约进驻企业60家。
260名返乡人员在郓翰云城“拎包进驻”，成
功创业。

郓城还整合人社、民政、商务、农业等各
类培训资源，建立了12处培训平台，免费培训
2 . 3万人次，帮助2900多名高校毕业生、返乡
农民工和复退军人成功创业。

正是有优惠的创业政策、独特的资源优
势、完善的配套设施、宽松的服务环境、融洽
的创业氛围作保障，郓城才这么有底气向在外

人员发出“返乡创业”的号召，也确实得到了
在外务工人员的积极响应。据了解，今年上半
年，郓城返乡人员新注册私营企业4620家、个
体工商户3680家。在今年6月10日召开的郓城
发展大会上，有24个返乡创业项目当日签约，
协议金额44 . 69亿元。其中，13个合同项目投
资22 . 89亿元；11个协议项目投资21 . 8亿元。

在外人员的回归给这个古老的“水浒城”
注入了新鲜血液，全县形成了“梁山好汉”般
豪迈的创业热情。返乡人才利用在外学到的先
进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
上干事创业，农村的活力就这样被“新鲜因
子”激活。

人才的回归带来了大项目，也带来了新理
念。通过开展亲情招商、人脉招商，去年以
来，该县投资过亿元的返乡创业项目达到50
个，完成投资39亿元；签约项目65个，合同协
议金额249亿元。

郓城籍新疆七星华誉集团董事长张俊选回
乡投资12亿元，建设了龙泽湾城市综合体，引
进国内最大的家具经营商上海红星美凯龙和香
港大卫茂集团进驻郓城。全县265名农村淘宝
合伙人中，返乡人员占240名；今年新上的电
商平台和网店、网商，80%以上均由高校毕业
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创办。

□记者 杜文景 通讯员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今年以来，沂源县抢抓国家

“互联网+”的发展机遇，成功跻身国家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据介绍，目前全县境内电子商务企业达到
4600家，从业人员3万人，今年1-6月全县电子
商务交易额预计完成6 . 5亿元，同比增长67%。
面积1万平方米的江北特色农产品双创园已开
园运营，建成2处镇级农村电子商务聚集区，1
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5家电子商务平台

类企业，规模较大的电子商务企业50余家。苏
宁易购、杭州雅购等电商大户也纷纷抢驻沂
源。

沂源县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越来
越多农村外流人才“回乡淘金”。

沂源县商务局在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选
拔和管理上，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的原
则，旨在为全县培养选拔一批素质优良、堪当
重任的电子商务人才队伍。

沂源县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了由政

府主导，有关电商协会具体组织实施的电子商
务服务体系，主要负责整合沂源县特色农产
品、农副产品、手工艺品、旅游产品等优势产
品，对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提供技术支持、培
训孵化、产品对接、品牌建设、网络推广、金
融信用等服务，旨在引导企业开展品牌溯源标
准化建设，建立名优品牌保护机制和可查询的
沂源网商信息数据库，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产品
标准生产、使用公共资源和品牌，确保产品质
量和品牌升值。

山东外贸出口百强门槛提至8 . 8亿元
中西部地市外贸增长较为明显，百强企业分布均匀化程度有所提升

■关注返乡创业系列报道① 一年多引来50个投资过亿元项目

外出务工大县为啥涌起返乡创业潮
编者按：

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重要

的农民工大省。随着“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深入推进

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出

台，劳动力流动由过去单向的农

村向城市转移，逐渐变为双向转

移，农民工由“打工潮”逐步向

“创业潮”转变。农民工返乡创

业对于搞活地方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解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报记者

对郓城、武城、平度、邹城四个

有代表性的县（市）进行了采

访，探究其在吸引外出人才返乡

创业方面值得借鉴的做法。

沂源打造电商创业“洼地”

外流人才“回乡淘金”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4日，新旧动能转换看山

东——— 首届全国媒体走进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来自
全国50余家媒体的编辑记者将走进自创区内的
济南等6个国家高新区进行采访，全方位了解自
创区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蓝色经济引领转型
升级等方面的发展。

2016年4月5日，国务院批复山东省依托济
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6个国家高
新区建设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
一年多的扎实推进，自创区在引领和支撑全省
创新发展的能力初步显现。2016年，自创区新
注册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120%以上；实
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460 . 24亿元，占区内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2 . 93%。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刚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从来自韩国航班的旅客行李中截获放射性严
重超标的保健垫，经检测该保健垫γ计量当量
率达到27 . 25μSv/h，超过本底值255倍。这是
山东口岸首次截获放射性严重超标的保健类生
活用品。目前，该局已依法对该保健垫进行了
退运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民众走出国门赴境外旅游，购买保
健类生活用品携带回国现象日益增多。此类保
健用品中大多添加有放射性物质，商家多以具
有“磁疗”效果的名义吸引游客购买。近年
来，山东检验检疫系统已多次截获此类宣称具
有保健功效的生活用品，包括保健乳胶枕头、
床垫、毛毯等。

□李健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博市周村区永

安街街道着力优化人才服务，打造良好的引
才、用才环境。

永安街街道强化人才跟踪服务，建立街
道、企业人才工作双向沟通机制，帮助企业制
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规划，提供一系列工
作、生活方面的个性化服务。强化政策资金扶
持。与区农商行合作设立“创业创新壹基
金”，落实创业创新资金1900余万元，结合
“企业高校院所行”、企业经管人才“青蓝工
程”等项目选派人才研修访学。积极完善人才
政策，帮助20名外来人才落地生根。强化配套
载体建设，帮助磊宝锆业、山东赫达等规模以
上企业设立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发布《淄博市

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总体工作
方案》，将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化工产业安全
生产转型升级任务目标，推动化工产业在更高
层次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淄博将设立全市化工产业重点发
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3个区域。严格
控制增量，全市新建化工企业一律进入化工园
区，不再新上基础化工、大宗化工原材料项
目，禁止新上淘汰类、限制类化工项目，禁止
新上危险化学品储存项目（加油站、加气站项
目除外）和新建剧毒化学品项目，严禁建设废
水排入现状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
区要求水域的化工污染项目。

□母意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日前，记者从枣庄市发改委

获悉，总投资157 . 60亿元的6个项目已全部被
纳入山东省2017年服务业载体项目名单。

入选的6个项目是：天穹影视文化基地项
目、美丽乡村文化旅游建设项目、滕州（义
乌）真爱商城项目、枣庄市山亭区翼云省级旅
游度假区项目、八路军抱犊崮抗战文化园项
目、长红枣产业示范基地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宋 杰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微山小卜湾5万千

瓦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平台示范项目成功并网运
行，该项目是济宁市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
基地中首个并网发电的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采用农渔光互补、生态修
复、科普旅游等多元立体开发模式，综合利用
常年闲置的塌陷地1850余亩，每年可节约标煤
约1 . 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万吨、二氧
化硫280多吨、氮氧化物180多吨、烟尘约75
吨，生态效益格外明显。项目年平均上网电量
约5600万千瓦时，年可实现电力销售收入5000
余万元，经营期内可实现税收收入约2亿元。同
时项目可带动50余名失地农民就近就业，周边
农民在项目运营期内可获得土地租金收入3800
余万元，年可实现农渔业销售收入600万余元。

首届全国媒体
走进自创区采风活动启动

山东口岸截获放射性
超标255倍的保健用品

淄博加快推进

化工企业进园区

枣庄6项目纳入
省服务业载体项目名单

聊城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投资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

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为进
一步激活民间投资，聊城市加快推进招商引资
和重点项目建设。

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中，该市严格落实领
导帮包、现场办公、调度督导、考核奖惩等机制，
确保实现“三个100%”。加快项目立项、土地、环
评、规划等手续办理速度的同时，鼓励壮大民间
投资，今年1—5月份全市民间投资增长9 . 9%，增
速高于去年底3个百分点。下一步，聊城还将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取消、免征部分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成本。

优化人才服务

助力创新创业

一企一策送服务
一增一减促发展

□陈丙海 杜明臣 报道
本报沂源讯 德圣机电公司是沂源县一家

以生产新型水泵为主的小企业，初创时期的资
金短缺问题让企业举步维艰。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沂源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先后组织了
四五家金融机构和服务商前来考察投融资。7月
18日，德圣机电公司经理唐慎枚说：“融资对
我们企业来说很困难，服务中心想办法帮助我
们这些小企业，我很感谢！”

今年以来，沂源县围绕中小企业需求，改革
创新服务机制，在管理咨询、人才培训、项目融资
等方面实行“一企一策”，积极开展送服务进企业
活动，目前已走访50多家企业，帮助30多家中小
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记者 杜文景 通讯员 郭文江 报道
本报无棣讯 截至7月18日，无棣县已清理

取缔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408台，完
成率达98 . 6%。

据介绍，该县对各镇街、园区辖区范围内
10蒸吨/小时以下燃煤小锅炉一律关停取缔，彻
底拆除相关设备，实行销号管理，取缔一台、
销号一台，建立健全拆除取缔工作档案，完善
影像资料。

无棣取缔小锅炉408台

济宁采煤沉陷区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运行

□张秋兰 杜文景 报道
近日，阳谷县侨润街道东八村农民在采

收和脱打油葵。
今年，该村引导农民利用边角、地头和盐

碱地引进种植美国矮大头油葵100余亩，目前喜
获丰收，亩产超过300多公斤，按收购价每公斤
7 . 8元计算，亩均收入超过2000元。种植油葵不
仅改良了土壤，还为农民开辟了一条脱贫致富
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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