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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吴军 倪艳亭
本 报 记 者 周艳

当前全球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趋
势；我省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山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记者从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了解到，该院
在分析研究我省开放型经济现阶段发展情况
的基础上，提出我省应当以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为契机，更加重视境外资源开发的良性发
展，通过境外资源开发进入目标市场，在境
外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构建跨境产业链条，鼓
励企业以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为重要突破口，
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在现有基础上大
力推进鲁德制造业对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体制，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
平。

拓展国际产能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作为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
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方式，已成为推进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建议，
根据我省实际，在产业转移的目标国选择
上，可以重点选择2015年人均GDP在2000
元—7000元左右的国家，这些国家仍属于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需要国际资本、技
术和管理能力，具备承接我省产业转移的供

给和需求条件。
在产业选择上，越南、孟加拉和斯里兰

卡等国适合服装业产业转移，塔吉克斯坦、
孟加拉、印度、尼泊尔等国适合纺织业产业
转移，约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都比较适合钢铁、水
泥、建材、锅炉等产业转移。我国和俄罗斯
划出了七个走廊，包括交通、贸易、能源、
信息、科技、农业和旅游合作通道，金融和
银行界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尤其在基础设
施方面具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境外
投资经营的风险和筹建成本，推进企业的国际
化发展。为了确保投资人的权利不受签约后颁
布的法律影响，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建议，园区
投资企业在与东道国政府签署投资协议时，要
明确劳工、投资、税收、行政等园区适用的优惠
政策措施，并加入“稳定条款”。

结合我省产业特色和基础，进一步重点
推进一批省级以上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研究设立合作区发展专项基金，鼓励国内银
行、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合作区开设分支
机构，探索以境外资产、股权、矿业开采
权、土地等合作区资产作抵押，开展“外保
外贷”“外保内贷”试点，盘活海外资产。

推进鲁德制造业对接

近年来，鲁德关系不断升级，以青岛、
烟台、淄博、潍坊为代表的省内先进地区在
对德制造业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目前仍缺乏政府层面的统筹推进，长效
合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德国“工业4 . 0”和“中国制造2025”提
出后，中德合作迎来了最佳机遇期，我省应
抓紧合作机遇，深化与德国制造业领域的合
作，尽快出台促进与德制造业对接合作的总
体规划及实施方案。依托青岛中德生态园、
潍坊高新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
采取“区中园”“园中园”等形式，打造一
批特色鲜明的中德合作特色产业园区和经济
技术协作基地。

明确产业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着力提
高产业配套能力。我省汽车及汽车配件、机
械制造等重点行业本地配套率能力亟待提
高，以青岛汽车产业为例，本地配套企业数
量不足配套企业总数的1/3，且企业普遍较
小，自主研发能力差，因此，应重点推进一
批配套产业基地建设。

创新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全球贸易

和投资新规则，已经成为必然选择。目前，
我省各部门开放协调机制仍不完善，开放合
作协调力度亟待加强。

我省应以济南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为
依托，借鉴东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的发
展经验，建立质量导向外贸促进体系，率先
以出口食品行业为重点，推进“同线同标同
质”工程；借助我省产能与“一带一路”国
家深度融合的基础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产能
示范合作平台、构建欧美高端项目信息平
台、鲁德创新合作平台等国家“一带一路”
产业合作的重大平台。

明确“两区一圈一带”对外开放发展重
点，构建区域间开放型经济统筹发展机制。
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时机，以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载
体，将青岛、烟台打造成“一带一路”海上
合作战略支点，将其建设成为我省开放型经
济排头兵；增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辐射带动
作用，重点推动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国
内短缺资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将其建设
成全省开放型经济示范区；继续推进西部经
济隆起带发展战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和开
放平台建设，在政策扶持、项目布局上加大
倾斜力度，巩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
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精
细化工、高端装备、现代物流等产业，培育形成
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以前在院子里晾衣服的绳子用

手一擦全是灰。”说起粉煤锅炉的危害，沂源县石
桥镇茶峪村村民武传军说。

今年以来，石桥镇按照《沂源县冬季清洁供暖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实施方案》，把“煤改气”作为
工业供给侧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对全镇机关事业单
位、企业燃煤锅炉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造册，提前
动员企业主动拆、主动改，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30家企业燃煤锅炉“煤改
气”，40多个烟筒不再冒黑烟。“现在出门再也不
用戴口罩绕路了，院子里也敢晾晒衣服了。”武传
军说。

□ 杜文景 郭 健
汪崇金 汤长胜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山东被寄予厚望。
今年4月末，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正式
启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
“牛鼻子”，而创新则是重中之重。

山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传统工业行业
实力突出，占全省工业的比重约为70%，但传
统工业产业中的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的
问题突出，经济发展的弊端较为明显。同
时，创新能力的不足也使省内新旧动能转换
的后发优势稀缺，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

日前，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组建
的“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财政支持高端装备
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调研团队，前往济
宁、烟台、青岛、潍坊等8个市进行实地调
研，涉及七类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针对全
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和在“新旧动能转
换”背景下财政支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实践成果及具体落实状况，探寻财政支持在
企业转型升级中所发挥的基本作用与外延功
能。

装备制造业是济宁的传统支柱产业。近
年来，该市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多渠道破解
企业发展难题，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
端迈进。

“刚起步阶段，产品研发确实困难重
重，很多的关键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引进
外国专家进行指导，帮助我们大大缩短了开

发周期。”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磊介绍说，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下，一些重点领域将提升国产设备的占有
率，这对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机遇。

为破解装备制造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
装备制造占比重较小的难题，济宁着力引智
借力、不断自主创新，拓宽市场、努力提高
高端产品在整个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在新
旧动能转化的新形势下，济宁市作为典型资
源型城市，传统工业的发展优势没有完全体
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待进一步加快。

7月24日，在烟台市发改委协调组织的座
谈会上，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烟台市中
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和烟台台海德尔
玛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6个市重点装备制
造企业负责人就当前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
府与市场的责任分担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政
府和市场的经济关系应该是“市场为主导，政
府是企业的后备力量”，这一观点也从侧面印
证了财政政策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所发
挥的作用。

今年年初，由烟台中集来福士总承包建
造的全球最先进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1号”
名震全球。这座科技“含金量”十足的海上
“巨无霸”，从设计到采购、生产、调试全
部由来福士公司完成，是中国船厂在海洋工
程超深水领域的首个“交钥匙”工程。

据介绍，目前，烟台已建成开发区、蓬
莱和龙口湾三大造船工业园区，集中了来福
士、京鲁、巨涛等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集

群，海洋平台订单占全球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25%，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三位。今年年内，
烟台将完成技改投资1600亿元，力促制造业
实现转型升级。

烟台作为我省装备制造业领头羊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工业规模总量位居全国大中
城市、14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山东省17市
前列。培育新动能的同时，还应注重传统动
能的改造升级，盘活存量，推进工业成为支
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立足实际、把握重点、因地制宜，潍坊
盛瑞传动、福田汽车、天瑞重工、华滋自动
化等装备制造企业进行了许多探索。

据了解，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潍坊市去年出台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发
展规划，规划到2020年全市装备制造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200亿元，年均
增长9 . 8%；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000亿元，年
均增长10%；实现利润430亿元，实现利税600
亿元。通过转变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方式，培
育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重点企业，争创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环渤
海地区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潍坊主导产业之一，
目前呈稳步发展态势。“新旧动能转换”背
景下，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为潍坊企业
转型升级打下良好基础。

青岛市的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道路为全
省提供了许多借鉴。

目前，青岛市已初步构建起以机械装

备、汽车、轨道交通、船舶及海洋工程、航
空五大板块为重要支撑点的产业格局，以高
速动车、新能源汽车、风力和核电等新能源
发电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精密数控机床作
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上
取得突破，逐步提高自主制造比例。

青岛机械装备产业逐渐向高端、智能转
型升级，目前已拥有软控股份、捷能汽轮
机、科捷自动化、特锐德等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骨干企业，特别是近年来机器人产业又有
了突破式的发展，在高新区设置的青岛国际
机器人产业园，日本安川电机、新松机器
人、科捷、宝佳、诺力达、创想、汇智、速
霸数控设备等一批机器人项目落地，2014年
青岛市获批科技部颁发的“青岛国家机器人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称号，这是国内获批
的首家以机器人产业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

“立足结果，分析总结”，调研团队认
为，未来山东省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
必须采取更加踏实积极的举措，全力以赴推
进项目落实，尤其是要发挥大中型企业作为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落实的标杆作用，要坚持
把自主创新作为核心动能，着眼市场需求的
前沿领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技术改
造投入。各行业龙头企业更要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作为，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作中
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加快实现企业创新性转
型发展，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建
设作出新贡献。

把自主创新作为核心动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创新，激活新动能

适应新一轮“走出去”要求，山东应———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开放水平

□尹 晶 杜文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引增量，带存量，扩总量，聊城

以重点项目为带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目前，
100个市级大项目已开工95个，开工率95%；完成
投资326 . 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6 . 1%；7个省级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 . 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7 . 6%。民间投资增长11 . 2%，高于去年底4 . 3个
百分点。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46 . 3%，同比提高40
个百分点。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加快推进农村
公路三年攻坚行动，已累计完成3285公里。启动了
农村“户户通”硬化路工程，三年内将投资58亿
元，为6256个村居建设总长度2 . 2万公里的硬化
路。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尹晶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出台最新修订的

《淄博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为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善后处理以及整改督察
提供了重要依据。该《预案》中明确规定，1起食
物中毒事件里中毒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即为较大食
品安全事故，对特别重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
报信息，实行信息直报，事故发生地区县食安办应
在2小时内向市食安办报告信息。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王博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近日，德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

过采信企业自我声明、第三方认证结果等措施当日
完成某出口食品企业备案审批，实现企业出口零等
待。据悉，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属行政许可事
项，按《行政许可法》规定，该备案的审批须在2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帮扶企业快速备案是德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积
极打造“速度最快、费用最低、服务最好”的“三最”口
岸、落实“逐一帮扶”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通过落实
快速备案，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有效节
省企业办事时间，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江秀芹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近日，在沂源县燕崖镇朱家

户村，200余名村民正在河畔、街道义务为绿
化带种花、除草。“我们村今年新建了十几个
项目，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主动捐献了
很多石板石磨，光义务劳动就超过1000多个工
时。”村支部张书记说。

据介绍，朱家户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创
新思路，就地取材，将当地废旧石料石器等重
新开发利用。截至目前，村里已改造提升外立
面5000余平方米，建成生态停车场、文化广
场，围绕水系打造文化长廊，配套实施“五
化”提升工程。燕崖镇另一个美丽乡村示范
点——— 上龙巷村，依托山水资源优势，先后建
设了环山路、治理了河道、建成了党群服务中
心和3处精品民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杜文景 段宗斌 报道
本报利津讯 “我们公司和清华大学共同建立

了现代化的废弃油品清洁生产工程技术联合研发中
心，年产20万吨分子蒸馏废润滑油改质项目，被工
信部列入批复的京津冀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
示范工程项目。”国安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军
介绍说。

依托科技人才创新，向高端高质高效发展。今
年以来，利津循环经济产业园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更
注重招才引智，共引进高层次人才30名，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10个，高层次实用人才20名，为企业建设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点（工程）实
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9月19日，在博兴县吕艺镇辛集村，秸秆回收机械在进行玉米秸秆回收作业。
当前正值北方玉米收获季节，博兴县吕艺镇采取“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农户参与”的方式，对全镇9 . 26万亩玉米秸秆进行打捆回收，促进秸

秆资源综合利用，运往当地生物肥料公司加工制作生物肥，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在避免秸秆焚烧带来污染的同时，还能能给农民带来额外收入。

□杜文景 陈彬 报道

玉米秸秆回收忙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翟慎安 报道
金秋时节，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种植的500多

亩金丝新四号枣喜获丰收，预计产量可达150吨以
上，增加农民收入230多万元。金丝新四号枣是果
品中含糖量最高的水果，被誉为“果中珍品”。

□记 者 周 艳
通讯员 张乐民 禚晓瑜 报道

费县加大对涉农企业的扶持力度，走出
一条“基地+农户+龙头企业”新路子，带动
了当地“大豆+豆黄金”“菊花+菊花茶”
“黄金桃+罐头”等涉农企业的发展，实现了
农户、企业效益双赢。图为企业正在生产加
工“豆黄金”腐竹。

创新思路

共建共享美丽乡村

聊城百个大项目

完成投资326 . 6亿元

煤改气，

沂源打响蓝天保卫战

招才引智成企业创新法宝

淄博：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2小时内上报

德州实施快速备案

企业出口零等待

“聊·胜一筹!”品牌
进京吸金163亿多元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北京电 近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上，聊城市凭借“聊·胜一筹!”品牌
优势，积极组织品牌农产品参加本届展会。与之
相呼应的“2017聊城(北京)农业产业合作恳谈
会”也如期举行，恳谈会以“融入京津冀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为主题，客商与“聊·胜一筹!”品
牌农产品共签约39项，总签约额163 . 44亿元。本
届交易会上，有8家聊城品牌企业在山东省综合
展区提供名优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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