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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有效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动我国网络游戏健康有序发展，近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
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
容进行集中整治。

《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快速发展，内容
形式不断丰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休闲
娱乐的重要方式，对于促进互联网技术应用、丰富人们精神
文化生活、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必
须看到，我国网络游戏文化内涵缺失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游
戏格调不高，存在低俗暴力倾向，个别作品歪曲历史、恶搞
英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触碰道德底线。网络游戏沉迷问
题较为突出，对一些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产生负面社
会影响。市场经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企业主体责任缺
失，低俗营销、诱导消费现象严重，用户权益保护不力，无
序竞争时有发生，私服外挂等侵权盗版行为屡禁不绝。网络
游戏系统安全、用户信息安全问题较为突出，个人信息泄
露、账号非法交易现象较为普遍。同时，管理体制机制与市
场发展还不完全匹配，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方式手段
还不够完善，纠错惩戒不足以形成震慑。

《意见》从统一思想认识、强力监管整治、落实主体责
任、加强制度保障、加强教育引导、加强监督举报等六个方
面，对集中规范整治作出了全面部署。《意见》强调，各相
关部门要迅速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排查用户数量多、社会影
响大的网络游戏产品，对价值导向严重偏差、含有暴力色情
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查处；对内容格调低俗、
存在打擦边球行为的，坚决予以整改；对未经许可、擅自上
网运营的，坚决予以取缔；对来自境外、含有我国法律法规
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阻断。所有网络游戏企业都要认真进
行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和清除不良内容。影响力大的游戏企
业要带好头、作表率。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开展集中专项行动

对网游违法违规行为

和不良内容进行整治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电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一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文中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单位
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
元；认定被告人张伟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认定被告单位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三十万元。原判生效
后，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以（２０１５）冀刑监字第
１５６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其申诉。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原审被
告人张文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提出的申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重
新审判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提审本案。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扬
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
业的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
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９年
３月２５日作出终审裁定，认定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２０１２
年９月，顾雏军在刑满释放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将顾雏军申诉交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查处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顾雏军申诉立案审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申
诉进行审查期间，顾雏军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
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提出的申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
（三）项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提审本案。

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一
案，李美兰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院再审认
为，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案涉股权转让
协议是否存在低价转让情形、股权受让人是否存在恶意等其
他事实亦有待进一步查清，且再审期间出现了关联案件仲裁
裁决被撤销、法院立案受理股权转让协议撤销之诉等新情
况，为彻底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公正处理，裁定撤销了原
一、二审判决，指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对于张文中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对于顾雏
军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最高人民法院
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上述两案依法
公开、公平、公正审理。

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再审

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其中包括顾雏军案

山东首单市场化债转股“步履稳健”
102亿资金已到位，60多亿新合作即将开启

□ 本报通讯员 姜玉泰 李志勇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山东能源集团12月28日发布消息，自
去年11月山东能源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合
作的全国能源行业首例、山东首单市场化
债转股启动以来，首笔150亿元债转股资
金已有102亿元到位，剩余48亿元正在稳
步推进中；近期与交通银行62 . 5亿元债转
股合作意向已初步达成，首笔19亿元债转
股资金即将获批。

2012年煤炭行业进入困难期以来，煤炭
企业历史欠债多、资产负债率高、资金成本压
力大、财务负担沉重等问题日益显现，而市场
化债转股作为去杠杆、降负债率的一项重要
举措，受到了广大煤炭企业的青睐。但由于种
种原因，债转股还存在着落地难的问题。

山东能源集团作为一个新集团老企业，

在煤炭市场连年低位运行的严峻形势下，同
全国其他煤炭企业一样，经营受到巨大挑战。
资料显示，启动债转股之前，山东能源集团资
产负债率超过70%，有息负债1000多亿元，其
中不仅有财务还款压力，还有资金错配问题。
每年仅利息支出就是一笔庞大的费用。

去年11月，建设银行、山东省国资委、
山东能源集团共同签署了总规模210亿元的
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合作协议。这是全国能源
行业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也是迄今为止
全国最大的一笔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根据签订的市场化债转股方案，共设立
三只总规模210亿元的基金，分别为150亿元
的“山东能源集团转型发展基金”、30亿元
的“医疗健康基金”和30亿元的“资本结构
优化基金”，三只基金分阶段组织实施。目
前，第一阶段的融资方案正在实施。

山东能源集团外部董事、财务总监李继

斋介绍,第一阶段150亿元的“山东能源集团
转型发展基金”由建设银行和山东能源集团
共同出资，采用契约型基金模式。基金以“股
+债”方式投资山东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债券等有息债务以及经营
周转。到期后，债权投资31 . 25亿元由山东能
源集团总部筹集资金还款；股权投资118 . 75
亿元，通过股权上市、股权转让或股东回购、
基金份额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

据介绍，山东能源集团与建设银行实施
的债转股围绕国家“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导
向，突出了四个“市场化”特征：一是实施
对象市场化选择，二是资金市场化筹集，三
是价格市场化确定，四是股权市场化退出。

“2016年底，首笔债转股资金39 . 38亿
元到位，截至目前，第一阶段转型发展基金
项目已到位资金102亿元。这也是全国债转
股案例中，资金到位最为迅速的。”山东能

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位民表示。
山东能源集团财务管理部副部长韩东告

诉记者，据测算，全部资金投入后，可将负
债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集团财务结构得到
有效改善，资本实力显著增强，也有助于防
范债务风险。同时，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可
降低集团融资成本20个基点以上，节约财务
费用支出10亿元，有助于企业轻装转型、减
负发展。

更重要的是，债转股扶持了企业生产经
营，推动了企业转型发展。目前，山东能源
集团加快打造大能源、大金融、大服务“三
大产业”协同发展格局，聚力构建煤电、新
兴地产与医养结合、产融结合“三大一体化
产业链”，全力建设内蒙上海庙煤电支撑基
地、新疆伊犁煤气化战略基地、枣庄煤电化
综合利用基地、菏泽新兴优质煤电化一体化
基地等“四大基地”。

全省首家“文创特色银行”在青岛成立

百亿资金破解文创企业融资难
□记者 张晓帆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28日讯 今天，山东首家

专业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银行——— 青
岛银行文创支行挂牌成立，未来五年将为青
岛文创产业提供100亿元的投融资支持。这
是青岛解决文创企业融资难题，推进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举措。

青岛市委宣传部调研发现，青岛11 . 85
万户文化类企业中，95%以上是中小微文化
企业，资产结构大多以无形资产为主，其核
心是创意、知识产权、版权等，缺少土地、
厂房等可用作抵押的不动产，这些因素造成

了文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
题；同时，金融行业自身对文化产业的渗透
率和参与度也不高，符合产业特点的金融产
品较为匮乏，也导致了文化类企业很难从金
融机构获得融资。

破解文创企业融资难，青岛市委宣传部
梳理出融资信息不对称、专业工具不健全、
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并以“问题导
向”推进打造市级文创产业金融服务平台。
该平台将推进建立青岛全市文创企业与项目
数据库，涵盖企业名单及工商、税务等有关
经营信息，同时与金融机构征信系统相结

合，共同构建文创产业信贷统计大数据体
系，推动银行类金融机构突破传统以抵质押
和担保为主的贷款模式，为文化金融合作创
造决策依据和条件支撑，营造文创企业守合
同、重信用的良好金融环境。

当天，青岛市宣传文化部门与青岛银行
签订青岛市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战略
合作协议，搭建金融机构与文创企业的合作
桥梁，选择青岛银行广西路支行挂牌成立了
山东首家文创特色银行，组建了专门的金融
服务团队，在信贷审批体制、不良贷款容忍度
等方面给予文创信贷倾斜，扩大信贷支持。

青岛市委宣传部会同青岛银行根据文创
企业融资需求，创新文创金融系列产品，针
对不同文化企业的特点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如针对“轻资产”中小文化企业，推出包括
影视演艺贷、文化旅游贷、创意版权贷、文
创小镇（园区）贷、“一带一路”文化贸易
贷等“文创金融”5大系列特色产品。

青岛将以金融为桥梁，将“无形的知
识”转化为“有形的价值”，扶持本土文化
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推动优质文创企
业主板上市，培养和打造青岛本土的文化标
杆企业。

全球首个高速公路承载式光伏路段亮相济南，预计年发电量100万度

电动汽车将来可边跑边充电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该试验段采用承载式光伏路面技术，将符合车辆通行条件的光伏发电组件直接铺设在高速公路路面上，从而实现太阳能能

发电。其承重能力、抗滑性能等路用性能指标均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可满足所有车型通行。

石济高铁首发体验

泉水泡茶亮相高铁列车
□记者 戚加绚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 快板书、歌

伴舞，今日9时25分，济南西站在一片
喜气洋洋中迎来了石济高铁D1602次的
首发，结束了山东、河北两个省份省会
城市没有高铁直通的历史，列车运行时
间由原来的3小时47分缩短至最快2小时
9分，使旅游达人们“上午观趵突泉名
泉古迹，下午访西柏坡革命圣地”成为
可能。

“以前回石家庄老家都是坐完火车
坐汽车，在路上五六个小时才能到，最
头疼的就是带行李，能轻装上阵绝不大
包小包。现在可不一样了，2个多小时
就到家了，这次除了行李，我还给父母
带了一幅画，再不会嫌麻烦了。”济南
市民陈先生说。

据济南西站工作人员介绍，自石济
高铁开始售票以来，深受乘客青睐，首
发车车票更是早早售罄。“开通初期，
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9对，后期会逐

渐增开。”济南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苏
毅告诉记者。

据了解，济南西站至石家庄站的一
等座票价为177元、二等座为110元；至
太原南站的一等座票价为258 . 5元、二
等座为178元，较之前济南西至太原南
绕行天津的高铁列车，耗时更短了，票
价更低了。

随着列车徐徐开行，记者从1车厢
依次穿过7节二等座席车厢来到唯一一
节一等座席车厢，见到了有着12年乘务
经验的列车长杨晓。她告诉记者，首发
列车的旅客主要以学生流和商务流为
主，济南客运段根据客流特点做足了功
课，将城市地域特色与客运服务相结
合，在车厢里设置了列车文化角，向广
大旅客介绍老济南城区图、泉水分布等
一些人文知识。同时，还推出了诸多便
民的服务项目，比如设置列车“百宝
箱”，特意为商务人士准备了衣刷、鞋
油、牙签牙线、擦手油等，以保证乘客

的旅行品质。
记者从3车厢路过的时候，看到一

位身着唐装的乘务员正在手持一把青
花陶瓷茶壶为乘客倒茶，他的身旁是
一辆挂有“泉水泡茶”帷幔的小推
车。原来，为了庆祝石济高铁首发，
今天一大早，济南客运段的工作人员
就到黑虎泉打了泉水送上车，又选择
了芳香扑鼻的茉莉花茶，为乘坐首发
列车的乘客们免费提供带有浓郁老济
南特色的泉水泡茶。

“不但有首次亮相高铁列车的泉
水泡茶，我们还准备了带有‘石济高
铁首发纪念’的展板供乘客合影留
念，照片可以立刻打印出来赠送旅
客。”杨晓说。

记者还在车上遇到了几位赶来体验
首班列车的石济高铁建设者，他们向记
者讲述了石济高铁建设中如何采用先进
技术克服难题的经历和故事。

【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记 者 常 青 吴荣欣
通讯员 钟 霞 报 道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 今天，全球首个高
速公路承载式光伏路面试验段在济南南绕城高
速建成通车。该试验段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
资建设，全长1120米，光伏路面铺设长度1080
米，预计年发电量约100万千瓦时，现已实现
并网发电。目前，该试验段已通过验收，其承
重能力、抗滑性能等路用性能指标均满足国家
相关标准，可满足所有车型通行。

试验段采用承载式光伏路面技术，即将符
合车辆通行条件的光伏发电组件直接铺设在高
速公路路面上，从而实现太阳能发电。光伏路面
表层被称为“透明混凝土”，其技术指标和通行
安全系数均超过当前普遍使用的沥青混凝土路
面，且表面粗糙，摩擦系数高，不会形成镜面反
射，不会危及驾驶安全。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光伏路面项目技术负责
人、山东光实能源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同济
大学教授张宏超表示，目前，该试验段已经可
以实现为高速公路路灯、电子情报板、融雪剂
自动喷淋设施、隧道及收费站提供电力供应等
功能，余电上网。将来，随着技术升级和关联
产业的融合，光伏路面将逐步实现电子标志标
线、汽车移动无线充电、路面电热融雪、互联
网覆盖、大数据集成与分析等功能。

作为交通行业与新能源行业跨界融合的新
尝试，光伏路面技术为两个行业均注入了新动
能，提供了广阔前景。“目前，我国传统光伏
行业面临两大发展瓶颈，一是土地资源短缺，
二是输电成本高昂。光伏路面技术能够充分利
用高速公路上的闲置空间资源，在不额外占用
土地的情况下，缩短输电距离，提供电力供
应，解决了我国光伏行业发展过程当中用地
难、输电难的问题。”在张宏超看来，光伏路
面还将推动交通行业电气化、智能化的大发
展。例如，此段光伏路面预留了信息化端
口，今后依靠光伏路面电力支持和内建信息
网络，可以实现车路信息交互和能量交互，
建立智能交通系统，实现汽车自动驾驶引
导、车联网和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车辆网络化
调度。此外，光伏路面也为未来的电动汽车
移动充电提供了最佳载体，一旦相关技术成
熟便可实现无缝对接，为光伏高速公路运营
企业带来新的赢利点。

目前，由于成本高，技术攻坚难，投资回
收期长等原因，光伏路面在全世界的广泛推广
存在困难，但随着产业的协同发展与技术的不
断进步，其成本将会不断下降。

“要产业化发展，首先要争取更多的政策支
持。其次，应加强产业协同。光伏路面技术横跨
公路工程、能源工程、汽车工程和信息工程几大
领域，上下游环节较多，真正发挥其效用需要不
同产业间的协同配合。最后还要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鼓励企业投入。”张宏超说。

（上接第一版）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奋力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东篇章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重要指
示，充分发扬民主，严守政治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实施细则和省委有关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勤俭
办会、绿色办会，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雷建国、吴翠云、陈光、郭爱玲、孙继
业、翟鲁宁、赵家军,秘书长张心骥出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柏继民强调，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各项工作十
分重要。省人大常委会和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强化“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围绕省委重点工作部署和推进法
治山东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点任务，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为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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