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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高端增量、增加科研投入、做标准“领跑者”……

集聚新动能，企业各显身手

□ 本报记者 刘磊

在全省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阶段，
如何不断迸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成为当前企
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

存量优化，增量高端化

今年上半年，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创新投入9651万元。这对于一家2016
年利润总额不过1 . 6亿元的企业而言，让人
感觉有些“不计成本”。但在公司董事长张
代铭看来，这还远远不够。

“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找到短板，舍
得投入，发展新动能。我们的生产重心由原
料药向制剂生产转换，才能真正实现存量优
化、增量高端化，不断提高产品的价值和品
牌影响力。”张代铭说。

说干就干。近年来，新华制药加快制剂
国际合作。其中，与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合
作新引进的布洛芬胶囊和洛哌丁胺胶囊产品
首个商业化订单已正式交付；与中化帝斯曼
的合作项目已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今年上半
年，新华制药实现营业收入24 . 5亿元，同
比增长20%；利润总额1 . 5亿元，同比增长
118%；利税3 . 3亿元，同比增长45%。

目前，投资8亿元的现代医药国际合作
中心一期工程即将完工，正在进行投产前的
各项准备，力争经过3至5年，固体制剂生产
量由80亿片增加到200亿片，其中有50%左
右的制剂产品出口欧美市场。对此，张代铭
信心十足。

找准突破口，有效应对市场变化

近些年，传统纸媒遭受新媒体冲击，新
闻纸市场日益萎缩。面对经济下行的大局
面，作为全球最大新闻纸生产基地的华泰集
团先后淘汰了价值20多亿元的3条草浆生产
线和8条落后纸机生产线，大力发展“新闻
纸＋文化纸”“新闻纸＋包装纸”“新闻纸
＋特种纸”“新闻纸＋铜版纸”四种生产模
式，运用新技术对产品进行结构调整和升

级，丰富产品种类，有效应对市场变化。
加工制造行业究竟怎样升级？山东华泰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文光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企业发展在符合当前国家环保、安
全等政策的同时，还要结合企业实际提前布
局，找到自己的突破口。每个企业都有各自
特色，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是一刀切，也不是
以偏概全，应该“因地制宜”。

如今，工业4 . 0技术应用、“互联网
+”跨界融合等新的理念正在融入工业发
展，同属加工制造业的山东科瑞集团面对持
续的低油价和严峻的行业环境也在不断求新
求变。

今年，依托山东科瑞集团全球资源优势
打造的国内首家石油装备B2B跨境电商———
易瑞跨境电商平台建成运营。目前，平台已
签约进驻企业1500多家，业务覆盖北美、东
欧、中东、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
年实现网上交易额2 . 2亿美元，预计全年进
驻企业3000家，未来几年将每年带动30亿—
50亿美元的石油工业产品出口。

攻坚克难，做标准“领跑者”

“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卖技

术，一流的企业定标准”。今年7月，我省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试点，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盛
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成功入选首
批企业标准“领跑者”。

从一个只有4万元家底的小铁木作坊起
家，到成为年营收近15亿元的全球第四大
“活塞巨头”，渤海活塞显然“有一手”。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渤海活塞
党委书记、董事长林风华在介绍创新秘诀时
表示。在企业营业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科
技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连续8年保持在6%
以上，对技术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历经10年，先后投入10亿元，盛瑞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款前置
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8AT）的研发及产业
化，填补了国内空白。如今盛瑞传动又在
持续推进后续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开拓以
及系列尖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研发等工作
上“做起文章”。基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的8AT变速器，盛瑞传动制订了公
司2016—2020年自动变速器创新规划，针
对传统动力汽车、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
规划了17款产品，确保在高端自动变速器
领域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消费贷猛增，钱去哪儿了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规进入楼市

山东国企资产证券化进入提速期
未来3到5年，以整体上市为重点推动国有资本证券化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截至去年底，全省国企

资产总额 5 . 5 9万亿元，资产证券化率
20 . 78%；省管企业资产总额2 . 05万亿元，
资产证券化率35 . 88%。针对这种大部分资
产沉淀在“实物”形态的情况，日前召开
的全省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工作会明确，
未来3-5年，以整体上市为重点方式，我省
将加速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取得实质
性突破。

截至2016年末，山东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居全国各省区
市第 6位、第 2位和第 7位；省管企业层
面，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双双
跃居全国前四，较上一年度实现多个位次
的提升。

“山东国企做强做优的潜力明显，但
不能再回老路子。”省国资委主任张斌指
出，目前，我省不少国企对资产证券化重
视不够，投入精力不多，导致国有资产证
券化水平与我省国企国资大省的地位并不
相称。

部分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起步较早的企业
在工作会上分享了经验。“企业能上市，表
明其成长性、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得到市场
认可，本身就是一种品牌宣传。”山东黄金
集团一位负责人提到，因为有了资本市场的
良好形象，集团信用评级从2005年的2A-达

到目前的3A，反过来又为在资本市场筹集
资金提供了一张过硬的“通行证”。浪潮集
团相关负责人分享说，通过先后利用浪潮信
息上市平台实施2次增发、1次配股，累计融
资50亿元，不仅财务结构得到优化，还推动

了关键应用主机、云服务器、高端存储系统
等多项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实际上，资产证券化能帮助解决国企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钱从哪来’的问题。”
张斌提到，客观上讲，“四新”产业培育、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去一降一补”，哪
一方面都离不开高强度、大规模、持续性的
资金投入，而按截至2016年末的全省国企资
产总额计算，资产证券化率提高10个百分
点，就能提供5000多亿元随时可变现的流动
资产。

为加速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发行上市，
在工作会上，省国资委与山东证监局签订合
作备忘录，后者将在企业上市和上市公司运
作方面给予更大支持。以此为基础，未来3
到5年，我省将以整体上市为重点方式推动
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张斌透露，对具备整
体上市潜力的省管企业，将按照“有进有
退”的原则，加速其整合同类资产和上下游
关联资产、有序剥离退出低效资产或无关联
产业，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规范运营管理机
制，加快整体上市步伐。各市国资监管机构
也将选取具备整体上市潜力的企业，加强跟
踪、指导、服务。

此外，结合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创
新型企业和“老树发新芽”的传统产业的企
业将成重点发掘对象。据介绍，我省将围绕
这两类企业建立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推动
相关企业尽快开展股改和上市辅导工作，形
成梯次推进格局。

目前，我省推进国企资产证券化水平提
升已迎来宝贵的窗口期。据介绍，在国家政
策支持下，去年以来资本市场步入快速扩容
期。而在去年，全省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666 . 98亿元，同比提高23 . 9%，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上缴税费等主要指标均创近年来
最好水平，稳中向好的运营质量为资产证券
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全面屏”渐成主流

手机市场争夺战再起

近日，北京、深圳等地监管机构发布通
知或风险警示，要求辖区内金融机构对个人
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
产市场等问题进行自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个人经营
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经过层层包装，违
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个楼盘，记者称凑
首付有点难度，中介干脆地说：“只要不超
过１００万元，我们来帮你搞定。”

新增消费贷款大幅增长

近期，一组金融数据刺激了金融市场。
据Ｗｉｎｄ数据显示，今年前７个月，居民
新增消费性短期贷款１．０６万亿元，累计同比
多增７１３７亿元，而去年全年仅新增消费性短
期贷款８３０５亿元。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的半年报纷纷披
露，消费贷款增速惊人。如截至６月末，平
安银行消费金融贷款余额达２７７０．９０亿元，
上半年新发放贷款１２９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５．４９％；建设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今年上半
年 激 增８３０．３７亿 元 ， 较 去 年 末 增 长
１１０．６６％；光大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为
３７２３．６２亿元，上半年新增５４０．９１亿元，较
去年末增长了１７％。

新增消费贷款大幅增长，这些钱去哪儿
了？近期，多地监管部门发出通知或风险提

示，严查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
等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９月５日，北京银监局、人行营业管理部
发布通知，要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个
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开展自查工
作，重点检查“房抵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
地产市场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
支行近日也发出金融风险提示，明确提出要
加强个人其他消费贷款管理，并要求从发文
之日起执行。

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表示，早在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就曾发布通知，
要求各商业银行加强对消费性贷款的管
理，禁止用于购买住房。此后，银监会等部
门陆续多次发布相关通知，强调对消费贷
款的管理。

穿上“马甲”流向楼市

记者在多个城市调查发现，消费贷款穿
上各种“马甲”流向楼市。

——— 房地产中介牵线搭桥，以“房抵贷”
和第三方中转的方式，套取贷款用于购房。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家大型房产中介的
门店，中介人员听说记者凑首付有点难度
后，直接说“只要不超过１００万元，我们来
帮你搞定”。

随后，该中介人员详细地介绍了操作

流程：一种是进征信系统的，需要有房产
等做抵押，年化利率６％－７％，这种贷款
可以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另一种是无抵
押，现在国家不让钱直接流入房地产，得
找第三方来让贷款中转一下。但这种要收
１－２个点的手续费，利率也是６％－７％。
“我们跟银行都是有合作的，以上２种方
式都可以做到３０年。”

——— 金融中介帮助办理大额信用卡违规
套现。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互联网金
融公司咨询得知，该公司可以代办部分银行
信用卡，从而贷款套现。“只要有身份证，就可
以贷款。你没工作、没社保我们也可以帮你包
装。你只要交点中介费。”该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找我们能办大额信用卡，５０万至６０万元
都能提现，去干什么，银行根本不会管。”

“监管要求个人消费贷款必须专款专
用，但挪作他用的情况很多。”一家国有银
行个人金融部人士指出，３０万元以上的个贷
是银行将贷款直接付给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
人交易对象，３０万元以下自主支付。有些中
介公司帮忙提供虚假的贷款用途材料，消费
贷“挪作他用”很难被银行察觉。

雪中送炭还是饮鸩止渴？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银行由于消费贷的

贷后管理问题，已经暂停了部分消费贷款产
品，目前仅对存量客户提供纯信用无抵押的
消费贷款。

财经评论员莫开伟指出，消费贷等
非房贷资金变相流入楼市，是把一些支
付能力不足的人拉入了房地产市场，一
旦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出现逆转，违约风
险暴露，会造成相当的金融风险；还有
部分消费贷款是由Ｐ２Ｐ等互联网金融公司
的资金穿透而来的，其间不少游离于现
有监管体系的视野之外，潜藏并易诱发
较大金融风险隐患。

“银行这几年受利率市场化冲击，利差
收入减少，而个人消费贷款相对风险低、利
率高，对银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消费贷
款的真实资金用途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
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

某民营银行总行行长告诉记者，消费贷
进入楼市确实起到了加杠杆的作用。居民在
房价上涨预期下，急于借钱入市。只有多措
并举扭转居民的单方看涨预期，才能真正堵
住楼市的“配资”通道。

莫开伟表示，遏制消费贷款违规流入
楼市，要靠监管机构建立灵敏、动态的监
管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管精
准有力。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３日电）

□新华社/美联
苹果公司新推出的“全面屏”手机iPhone X。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北京时间9月13日凌晨，苹
果公司发布多款新品，其中“全面屏”“人脸解锁”“无
线充电”等引人关注。

近来，全球各大手机厂商密集发布旗舰机型抢占市场
份额，打响了今年手机市场激烈的争夺战。这当中，“全
面屏”技术在今年得到推广，除了苹果外，三星、小米、
VIVO、LG等已发布或即将发布“全面屏”手机。

所谓“全面屏”，即手机的正面是屏幕，四个边框位
置采用无边框或超窄边框设计，追求更高的屏占比。目前
发布的“全面屏”手机中，屏占比多数在80%以上，有的
甚至超过90%，对于消费者而言，这大幅提高了手机的视
觉体验，看上去科技感十足。

一段时间以来，“全面屏”的设计改款也是各手机厂
商的重头戏。在苹果发布会的前一天，小米公司在北京发
布了第二代“全面屏”手机“小米Mix2”。小米科技董
事长雷军表示，“全面屏”正成为手机设计的主流方向，
但仍存在产能挑战。

业内人士解释，“全面屏”手机由于存在设计以及制
造工艺上的难点，导致成本大幅增加，比如听筒、前置摄
像头的位置，以及如何解决正面指纹识别等都是要解决的
问题，产品售价要比普通手机高不少。

长城证券分析师周伟佳认为，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生
产总量预计达13 . 9亿部，智能手机标配向轻薄化、高像
素化、大内存化等发展。目前，各大厂商瞄准“全面
屏”，预计这将成为引领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潮流。

苹果手机的另一个卖点是“人脸解锁”，即通过多个传
感器和新的3D传感技术实现准确的面部识别。苹果CEO库
克在发布会上表示，指纹识别的误差率约在五万分之一，而
最新的面部识别解锁的误差率已降低到百万分之一。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指纹识别是快速且成熟的方法，苹
果没有采用之前市场预计的在屏幕中嵌入指纹识别的技
术，主要还是因为传感器和屏幕供应不足导致的。

此次苹果手机发布另一个受消费者关注的是价格问
题。按照苹果公司公布的价格，64G和256G版本的iPhone
X价格分别达人民币8388元和9688元，超过了不少笔记本
电脑的价格。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认为，未来全球智
能手机市场格局将是三星、苹果和华为的“三国杀”。伴
随近年市场成熟度提高和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中国本
土厂商正抓住机会强势出击。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13日发
文提醒，比特币、莱特币以及各类代币等所谓“虚拟货
币”在一些互联网平台进行集中交易，涉众人数逐渐扩
大，所形成的金融和社会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互联网金融协会认为，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缺乏
明确的价值基础，市场投机气氛浓厚，价格波动剧烈，投资
者盲目跟风炒作，易造成资金损失，投资者需强化风险防范
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日益成为洗
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投资者应
保持警惕，发现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应立即报案。

互联网金融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投资者通过比特币等
所谓“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参与投机炒作，面临价格大
幅波动风险、安全性风险等，且平台技术风险也较高，国
际上已发生多起交易平台遭黑客入侵盗窃事件，投资者须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不法分子也往往利用交易平台获取所
谓“虚拟货币”以从事相关非法活动，存在较大的法律风
险，近期大量交易平台因支持代币发行融资活动（ICO）
已被监管部门叫停。各类所谓“币”的交易平台在我国并
无合法设立的依据。

互联网金融协会呼吁，各会员单位应履行行业自律公
约的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参与任何与
所谓“虚拟货币”相关的集中交易或为此类交易提供服
务，主动抵制任何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提醒投资者———

警惕“虚拟货币”

投资风险

资产证券化率

35 . 88%

全省国企资产总额5 . 59万亿元

截至去年底

省管企业资产总额2 . 05万亿元

资产证券化率

20 . 78%

将以整体上市为重点推动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结合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围绕创新型企业和“老树发新芽”的传统

产业的企业建立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形成梯次推进格局。

资资料料：：付付玉玉婷婷

制制图图：：巩巩晓晓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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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9

月12日，山东省2017至2018学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申请集中受理工作完成。今年，全省各县（市、
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共受理16 . 93万名学生贷款申请，
申请贷款金额13 . 22亿元，较上年贷款人数增加1 . 01万人,
贷款金额增加1 . 18亿元,申请贷款的人数和贷款金额均为
历年最高。

今年，我省全面启动助学贷款电子合同试点工作，率
先在所有的县（市、区）实现助学贷款网上申请、文件影
像存档和合同电子签名的无纸化贷款办理，实现无纸化、
一站式办贷，方便了广大学生。

据了解，为确保国家助学贷款应助尽助，在10月10日以
前，确有贷款需求，但未能及时提交贷款申请的学生，仍然
可以到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助学贷款。

山东近17万学生

申请生源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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