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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向云计算、大数据、

智慧城市运营服务商全面转型
□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丕恕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里面，有两个产业是直接
跟浪潮相关的。目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是三个支
撑技术，从这个层面讲，我们要强化两个平台，一个是计算
平台即服务器平台，要做大服务器规模；再一个就是云平
台，建立云计算大数据生态，各行各业都可以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来开展各种新业务，尤其是医养健康产业。

依托浪潮的技术优势，济南市已组建山东健康医疗
大数据有限公司，以推进全民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为重
点，以集聚健康医疗大数据、打造大健康产业为目标，
实施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济南市健
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承担与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集
团项目对接任务。

下一步，浪潮将由传统产品、方案供应商向云计
算、大数据、智慧城市运营服务商全面转型，同时加快
国际市场开拓。

海尔：做动能转换样板，

带动其他企业转型升级
□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就召开全面展开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对我们启发很大，指导意义也
非常大。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大潮中，海尔要率先成
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样板。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加快海尔的动能转换。一是技术
创新，这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没有原创性的技术创
新，没有以用户为中心的技术创新，要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是不可能的。二是平台创新，这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载
体，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平台，可以让新旧动能转换有一
个落地的载体。第三，机制创新，这是新旧动能转换的
保障。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驱动机制，不是由职级决定
薪酬，而是由市场、由用户价值来确定。

同时，作为一家龙头型的企业，海尔也将带动其他
企业转型升级，这也是海尔的责任。目前，海尔正在积
极探索互联网时代下企业由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的
转型，推出的COSMOPlat平台，可以有力帮助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2017年，这个平台交易额实现3133亿元。

金晶：挖掘玻璃产品里的新动能

□ 全国人大代表、金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刚

金晶以玻璃产品为主，在认识到差距后，我们努力
补齐短板。我们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高铁，金晶
玻璃在高铁玻璃市场占有率达到32%。为适应高铁玻璃防
噪音、节能环保等更高功能要求，我们成立功能玻璃研
究院，专题攻克大的技术难题，不仅适应我们国家的需
要，也走向世界，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

绿色产品生产方面，我们具备后劲和潜力，未来能
在节能产品上打出我们的品牌，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目
前，一线城市楼宇节能玻璃普及率已经由10年前不到5%
发展到100%，正向二三线城市普及。与此同时，也对楼
宇玻璃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我们正站在更高的高度
开发新产品，加大节能产品生产规模，使更多节能产品
更快投放到市场中。

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如光伏产品等，我们将国内国
外两个市场两手抓，在新旧动能转换上走在前列。我们
将借助“一带一路”机遇，把我们的优势产品推广出
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枣矿：跳出煤炭看煤炭

□ 全国人大代表、枣庄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满慎刚

作为山东国有企业一分子，枣矿集团倍感使命重大。
尽管2017年我们实现了“历史最好年”，各项主要生产经营
指标在山东能源集团乃至省管企业中都处于领先位置，但
不可否认，作为国有煤炭企业，“产业结构不优、新动能成
长不快、改革改制不彻底、创新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
等问题，在枣矿集团不同程度地存在。

长远来看，如果不“跳出煤炭看煤炭”、加快寻求
转型升级之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为此，我们将瞄准“实体经济作支撑、物流贸易促转
型、资本运作创效益”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
“战略转移、战略转产、战略转型”。一是推动传统产
业提升层次，实现集约高效、绿色发展。二是推动新兴
产业快速成长，实现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三是推动
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实现瘦身健体、内涵发展。

山东国瓷：新旧动能转换

根本要靠创新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司留启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于企业来说，根本要靠创
新。2005年山东国瓷刚做大理石瓷砖生意时，业内还是
采用丝网印刷工艺，山东国瓷领风气之先，最先使用喷
墨打印，目前国内90%的瓷砖都是喷墨打印的，其中山东
国瓷占比达到了30%。经过多年发展，山东国瓷的陶瓷墨
水、MLCC材料等产品由追跑、并跑，到了领跑，技术上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基础性工业产
品技术“天花板”并不是特别高，但是要进一步创新，
把它做精，这样才能不断培育新动能，为新旧动能转换
提供不竭动力。

东方海洋：从传统海洋产业

走向“大健康”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车轼

东方海洋从1998年改制时不足百万元资产的烟台市
水产推广中心，走到现在年营收几十亿元的上市公司，
就是靠创新。依托设在东方海洋的国家海藻与海参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我们不断创新，海带保种、育种和苗种
繁育，名贵鱼类的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都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我们联合院所研发出三文鱼集约化工厂养
殖设备和技术，在国内首家实现了三文鱼的规模化养
殖；公司有专门的海洋食品研究中心，精加工后的海洋
食品进入了日本、美国等高档超市。

把养殖、加工做精之后，我们重点开发绿色、安全、高
效的海洋功能食品、特医食品和海洋药物等系列产品，提
高资源利用率。比如，鱼皮原来做饲料、做农肥，三四百块
钱一吨，现在做成胶原蛋白肽，价值提升了40多倍。沿着这
个链条，2016年我们通过收购美国Avioq公司，进入了精准
医疗领域，正在烟台建设我省首个精准医疗领域科技园
区，生产艾滋病、白血病等检测试剂。

潍柴：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走在前列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

谭旭光

新旧动能转换，应该由政府引导，企业成为主体。潍柴
的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已经走了十年，由单一发动机公司
转型成为发动机+变速箱+车桥的“黄金产业链”。现在，潍
柴不仅有了动力总承，还正在向整车转型。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走出了国门，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国际并购，走出去买
核心技术，再引进来补我们的短板。

山东重工提出了“2020－2030”发展战略，即到
2020年传统业务要超越世界一流水平，到2030年新能源
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成为
世界500强中的国际化强企。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大项目，潍柴新能源产业
基地建设是其中之一。我们举全集团之力强力推进，并
且这个功课不是现在做的，而是已经做了几年了，当前
正好踏上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这班车，这对潍柴是一个
重大机遇。作为山东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潍柴有责任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走在前列，起担当作用。

如意科技：由传统纺织

向时尚品牌转型升级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邱亚夫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如意以来，如意开展了一系
列科技攻关和设计能力提升工作，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沿

“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提升了企业时尚品牌话语权。
中国是世界第一纺织大国，但科技话语权、时尚品牌

话语权长期被发达国家垄断。纺织产业是最传统的产业，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于纺织企业来说，要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支撑，实现传统纺织企业转型升级。一大批新技术的
应用颠覆了传统纺织工业生产模式，引领了国际纺织科技
制造的发展方向。中国纺织服装品牌从设计、研发到零售
都与国际品牌存在较大差距，如意开展一系列国际并购，
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促进了企业经济
效益大幅提升。同时，如意抢抓机遇，沿“一带一路”快速布
局智慧纺织产业链，建成了国际领先的规模化科技纺织智
能制造基地，实现由传统纺织向时尚品牌的转型升级，把
传统产业变为朝阳产业。

石横特钢：不做大路货，

专攻专特精
□ 全国人大代表、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武宗

避开同质化恶性竞争，石横特钢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
之路。我们确定了“五化”方针：小规格化、高强度化、专业
化、微合金化、精品化。目前，锚杆钢、电力用钢、链条钢占
全部产品的40%；锚杆用钢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

品种钢规格多、批量小，我们选择“做难做之
事”：个性化设计、个性化制造、个性化服务，最终主
导了国内锚杆钢筋行业标准，成为国内各大煤矿以及美
国捷马公司、澳洲DSI公司的首选。

在夹缝中寻找市场，小产量闯出了大市场。在同业
叫苦不迭的寒冬中，石横特钢进入了效益最好的黄金
期。2009－2017年累计实现利润近140亿元，累计入库税
金60亿元。

寻山集团：从“卖产品”

到“卖风景”
□ 全国人大代表、寻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长青

寻山集团以搞海洋渔业养殖加工为主，新旧动能转
换的方向是科技兴海，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价值；向
一二三产融合方向走，从“卖产品”变成“卖风景”。

过去人们提起海边养殖，总觉得脏乱差。我们从整
治岸线环境入手，有些产品直接从海上进车间。建设了
海洋牧场、海洋平台，把海上可视范围内的设施统一
化、色彩化，把牧场水下和陆地车间可视化、透明化。
游客来了，看育苗车间、育种车间、养成车间，再到海
上进行采摘，坐船欣赏一下海景，摘摘贝、钓钓鱼。再
就是突出海洋文化价值，建了寻山海洋牧场展馆，大屏
幕展现水产养殖的在线实景。消费者体验观光后更放
心，更愿意购买了；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到超市变
成了精品，售价提高了50%。

五征：坚持高技术引领和创新驱动

□ 全国人大代表、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

五征紧盯国家战略导向，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形成了农用车、汽车、农业装备和环卫装备多元
化产业。通过科技和人才抢占发展制高点，从国内外引
进了一批专家，建设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推动了
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全面升级。紧扣农业
生产的痛点难点研发特色产品，开发的养蜂专用平台让
蜂农转场说走就走，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开发的青储饲
料收获打捆一体机，解决了青储饲料储存和运输难题，
提高了奶品和肉品质量。

近几年，五征还投资20多亿元，推进“两化”融
合，零部件加工、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关键生产
工艺和零部件制造实现了智能化绿色制造。今后，五征
将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坚持高技术引领和创新驱动，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

莱钢：着力延伸钢结构产业链

□ 全国人大代表、莱钢集团济南莱钢钢结

构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张学政

莱钢的H型钢有口皆碑。莱钢是国家标准的主要制定

者，北极圈零下四五十度的极寒下，俄罗斯亚马尔天然气
管道工程，所有型钢都是莱钢制造。在原有优势基础上，如
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莱钢当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产业链延伸是莱钢实现产业突破的根本出路，钢结
构产业是莱钢新旧动能转换的最大载体，加快做大做强
带动引领工程技术、维检业务、节能环保以及城市服务
等相关业务，形成特色鲜明、技术领先、竞争力强的产
业结构，才能顺应发展大势、引领产业趋势、彰显莱钢
优势。作为全省最早、全国较早涉足钢结构的企业，莱
钢钢结构构件广泛应用到建筑、桥梁、化工、海工等行
业。2018年莱钢目标是继续扩大产能规模，力争钢结构
产量提升到50万吨以上，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益和劳动效
率，厚植产业发展基础。同时优化市场布局，全面提升
钢结构建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金正大：由制造

向“制造+服务”转变
□ 全国人大代表、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连步

作为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及国家创新型企
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金正大集团一直坚持自主创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
道路，力争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
用，以创新发展推动化肥产业由高耗能、高消耗、高污
染向环保、高效、高质、集约方向发展，推动企业由制
造向“制造+服务”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
家和种植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要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节能环保水平出发，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果断出清落后产能，同时加快优化存量产
能，提高中高端产能比重。创新技术和产品，发展新型
肥料，走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发展道路；创
新农化服务模式，通过为农户提供种植业全程解决方
案，带动新型肥料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发挥自身优势，
在立足主业的同时，延伸产业链、走肥化并举路子，实
施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

泰山体育：打造医体养健康产业链

□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卞志良

山东全面开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对体育产业来
说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山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体
育大省，体育产业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要想发挥新兴产业的竞争新优势，就要推动新兴产业
快成长、上规模。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后，冰雪产业
从服装器材、场地设施、人才培训、运动体验、赛事表演到

“互联网+”都蕴藏着巨大市场和发展空间。泰山体育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把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重要发展机遇，
大力开发冰雪运动新产业，带动全产业链条发展。

未来，我们将落实“健康山东”战略，促进体育与
医疗、养老、养生协同发展，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机
遇，努力打造医体养健康产业链，为建设国家医养结合
示范省贡献力量。

东阿阿胶：实施全产业链布局，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 全国人大代表、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秦玉峰

东阿阿胶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者。一方面，东阿
阿胶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是老字号的代表，具有传统企
业的基因。另一方面，东阿阿胶作为医养健康产业的一
员，是十强产业中的新兴产业企业，在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方面，大有可为。

产业转型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东阿阿胶正
通过实施全产业链布局，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
经营发展实现新突破和新跨越。上游发展毛驴养殖、交
易、加工三大产业；中游聚焦阿胶主业，培育多个品
牌；下游发展健康体验服务业、工业体验旅游产业。通
过“一产控资源、二产抓发展、三产重体验”，实现产
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通“三链重构”。

亚光家纺：积极引进

高端创新型人才
□ 全国人大代表、滨州亚光家纺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红星

从一个传统国有毛巾厂，到产品出口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生产能力位居国
内同行业前列的“毛巾标准制定者”，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转
型升级中寻求突破。今年将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打
造智慧工厂为目标，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动能转换需要创新作为有力支撑，创新的根源在于
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引进，亚光的发展也得益于国际高端
专业人才的为我所用。目前，有超过30人的海外团队为
公司提供产品设计、营销及客户服务。下一步将积极引
才引智，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实现品牌高端化，不
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东明石化：拉长产业链条，

将原油“吃干榨尽”
□ 全国人大代表、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局主

席兼总裁李湘平

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民营炼油企业，东明石化集团
在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省里的动员大会召开之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安
排部署产业链延伸发展规划。制定了7个炼油产业转型升
级方案，规划建设了以渣油、蜡油等副产品为龙头，总
投资300多亿元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形成百万吨烯烃、百
万吨芳烃规模，下游形成高端系列化工产品群，由燃料
型向化工型企业发展，成品油的比例将降至30%，达到
“拉长产业链条，将原油吃干榨尽”的目标。

我省炼油产能2 . 1亿吨，其中民营地炼产能达到
1 . 3亿吨，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力争用3－5年时间，
完成地炼企业由燃料型转化为化工型的转型升级，
逐步向高端化工领域发展。

（□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本版摄影
房贤刚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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