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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盛会，我们满怀期待”

新时代下的平台创新

儒商大会将成山东

高质量发展重要载体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逻辑与原有基于高速
增长阶段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反映在经济增
长的速度区间、发展方式、动力来源、追求
内涵等发生变化。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周云平认为，山东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全局
性、战略性的发展平台。这几年不断去南方
考察，他印象深刻的是，浙江2011年开始召
开世界浙商大会，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成
为浙江集聚资源的“金名片”。“创新是多
方面的，平台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当
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扁平化，需要大家秉承
共享发展理念，共享资源、互相沟通、合
作，利用平台吸引、集聚人才、资金等战略
资源。”在周云平看来，省委、省政府之所
以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筹办儒商大
会，目的就是补上聚集资源平台少的短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重新配
置资源，而配置资源的空间越大，资源配置
的效率就越高。”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
长刘冰说，从这个角度看，儒商大会将是山
东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欣喜地说，儒商大
会为与会嘉宾特别是企业家们提供了良好的
合作平台和投资商机，将有一批重大项目签
约落地。会前，省发改委在全省范围内调度
汇总1300多个推介项目，从中优选出600个重
大项目向大会嘉宾集中推介，并借助这次大
会广泛宣传我省“双招双引”有关的财税、
土地、金融、放管服等配套政策。

大会中的“十强”产业论坛牵头部门根
据产业特点，又分别推出了一批优质项目，
项目总数达1800多个，将在论坛上进行精准
推介。“通过前期深入洽谈，各论坛精选了
130个签约项目，在论坛上集中签约，合同金
额达5300多亿元，充分展现山东在培植新兴
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进程中蕴含的广阔空
间。”张新文说。

青岛大学党委书记胡金焱更加看重的
是，大会在汲取全球儒商精英智慧方面发挥
的作用。“建设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是国家交给山东的重大历史使命，是山
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一重大工程
全面起势阶段，儒商大会将集聚全球智慧，
来一场高质量发展的‘头脑风暴’，这必将
启迪山东加速推进动能转换。”

我省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全面展开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南方考察学习、深入
实施“一次办好”改革、“双招双引”大会、外交
部山东全球推介活动……山东今年的“大事
件”是聚焦走在前列，围绕高质量发展而展
开，儒商大会与这些重大举措一脉相承。

“山东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吸引力
越来越大，美誉度越来越高，创新创业氛围
越来越浓，持续发展基础越来越牢。”借助
于儒商大会的东风，刘冰认为这些“大事
件”必将产生叠加效应和放大效应，推动高
端人才会聚山东、高端企业扎根山东、高端
产业聚集山东。

莱芜市委书记、市长梅建华感慨说，作为
山东干部，感觉现在精气神越来越高，干劲越
来越足。为迎接盛会，莱芜邀请了15名嘉宾出
席本次大会，将有2个项目现场签约，20多个项
目通过大会向外推介。会前，莱芜还举办了
“儒商莱芜行暨三招三引”嘉宾返乡系列活
动，组织客商到莱芜实地参观考察，集中宣
传推介莱芜优势项目，同时开展经贸洽谈和
集中签约活动，并聘任了一批招商顾问和招
商代理，取得了积极成果和良好反响。

“我们将以儒商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抓
住机遇，用好平台，精准对接，持续用力，
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宾引
客‘三招并举’，千方百计招项目、引人
才、聚人气，为莱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添加新活力。”梅建华激情满怀地说。

大会召开前，深圳崇德动漫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先德先赶赴东营，与当地政府签
约环渤海幼儿教育研究院项目。“今年以来
山东一次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金秋时节
又首次举办儒商大会，这让从老家走出来的
企业家们感到非常振奋，切身感受到了山东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他说。山
东现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注重招商引资，
赵先德的公司已与济宁200余所幼儿园开展业
务合作。

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会长郑燕老家是
济南，这次她和5家会员企业应邀回家乡参

加儒商大会。她说，近年来，山东商人在加拿
大发展势头很好。商会目前有700多家会员企
业，在加涉足房地产、农业、科技、餐饮、金融
等多个领域。据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统计，近
年来山东人投资占华人在加新增投资的60%。

“这是家乡发展可以借助的一支力量。”
“召开儒商大会，仅仅是迈出了第一

步。”周云平对记者说，今后山东需要做出
儒商大会的品牌，不断提高其影响力、号召
力，发挥其整合资源、集聚资源的作用。他
还建议，除了这次大会，山东可以建设技术
交流、知识产权、文化交流等更多的平台，
特别是市场化、社会化的平台。“让企业在
各种平台上互通有无，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化
配置、优化配置。”

新儒商中的全球化视野

在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

鼓励创新冒尖

“大儒商道，至诚天下”，这是儒商大
会的主旨。儒商大会，并非是“鲁商大
会”。从“鲁”到“儒”，一字之差，体现
的是山东全球化视野。

“这里存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体现了我
省开放的思维，展现了开放的文化、开放的
胸怀。”周云平发现，这次大会邀请嘉宾，
只要在山东有投资、有发展意愿的客商和人
才，山东都热忱地欢迎。山东正敞开胸怀，
拥抱世界。

张新文介绍，本次大会有1000多名嘉宾
确认参会，涵盖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
文旅界、医卫界、金融界等8个界别，都是
在各自领域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的知名人
士，其中省外和海外（含港澳台）嘉宾占到
近70%，包括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央
企、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企500强领军人
物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近30位海内外院士、
长江学者及五大洲80余位重要社团负责人。

他说，“十强”产业论坛邀请的专家学
者、优秀企业，包括两院院士和重点研究机
构、国外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等重量级嘉
宾，他们将聚焦“十强”产业，瞄准世界前
沿，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与分享前沿最

新成果。
儒商大会秉承的是开放的齐鲁文化基

因。“很多人将山东这些年发展不那么耀
眼，归结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保守封
闭，我并不这么认为。”胡金焱，曾在各种
场合反复宣讲齐鲁文化中开放特质。“历史
上，齐国在临淄开设了‘稷下学宫’，号召
天下知识分子来到这里，诸子百家都云集于
此，开创了‘百家争鸣’文化盛世。”

他说，中国商业文明的传承与齐鲁文化
也有很深的渊源，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被
称为“儒商鼻祖”，管仲任齐国宰相时就提
出了“一匹马拉的车要管饭、三匹马拉的车
管粮草”等优惠的招商条件。

走进新时代，儒商大会成为山东“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战略平台。“围绕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
政策、策划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我们要将
省委、省政府的这些重大决策，通过这个开
放平台落到实处。”周云平认为，儒商大会
的平台不仅可以服务客商，还服务全省各行
各业发展；不仅是服务平台，还是一个宣传
平台、凝心聚力的平台。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郑永清
留意到，这次大会没有采用惯常使用的大会
名称，如招商引资大会、经贸洽谈会、人才
招聘大会等，而是采用“儒商大会”提法。
“我感觉，用‘儒商大会’冠名这次活动，
就是向全社会释放一个信号、发出一个号
召：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弘扬‘新儒商精
神’，发挥新儒商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中的
引领和带头作用。”

说起儒商文化，周云平说，大家通常想
到的是诚信、厚道、敬业、仁义礼智信等元
素。“但是，仅有‘仁、义、礼、智、信’
是不够的，新时代的儒文化应该包含更多的
元素。不管是北方的、南方的，国内的、国
外的，主要集中在开放、创新、包容这三个
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儒商大会能推动
形成“新时代儒商文化”。

胡金焱则表示，除了开放精神，墨子、
鲁班等齐鲁先贤也都带有浓厚的创新精神。
但一段时间以来，齐鲁大地这种创新精神和
敢闯敢冲的“商味”不那么浓了，阻碍了山
东创新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应该在
文化上、理念上、骨子里，鼓励创新、抢

跑、冒尖、创品牌，鼓励个性化发展，让大
家敢于出头、干事。”

令周云平兴奋的是，借助儒商大会的契
机，我省将推动新时代儒商精神、新时代儒
商文化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推动其传播、推
广，促进其加快形成。

我省还提出要打造永不落幕的儒商大
会。张新文说，由政府主导、两年举办一届
的儒商大会，将建立起“双招双引”长效机
制和合作交流大平台。我省已确定，会议结
束后将在省工商联成立大会秘书处，作为常
设机构持续服务儒商。秘书处加上我省建立
的“选择山东”云平台、人才地图库等，形
成线上、线下全方位为儒商服务的平台。

“服务平台建立了，我们要逐步完善，
将其做强、做大、做实，发挥联系、协调、
沟通作用，哪里有项目、哪里有需求、哪里
有客商投资意愿，通过平台能及时获悉；客
商有意见建议，也能够通过平台反映、解
决。”周云平说，这个平台对省工商联提高
服务经济的能力水平是一个契机。他也看
到，这个平台光靠工商联是不够的，需要整
合各部门的资源为客商服务，逐步构建、完
善，形成完善的机制、制度、规范、标准，
“让大家用起来越来越方便。”

新动能里蕴含的新愿景

海内外嘉宾期待

共享山东发展新机遇

儒商大会嘉宾邀请的过程也是宣传山
东、推介山东的过程，是海内外朋友认识山
东、熟悉山东、走进山东、融入山东的过
程。海内外嘉宾对山东这片历史悠久、文化
灿烂、底蕴深厚，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土
地充满期待，纷纷表示要与新时代新山东携
手，共享山东发展新机遇。

上海以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介玉成，
刚刚卸任以色列化工集团中国区常务副总
裁。他在跨国公司工作近30年，在推动山东
与以色列合作方面作过很多贡献，去年受聘
为济宁国家高新区特聘经济顾问。多次来到
孔孟之乡，他对山东有深厚的感情。

“尽管忙，但儒商大会我一定要参

加。”介玉成说。这一次，他带来了以色列
现代农业、医养健康、机器人等项目，重点
关注济宁、菏泽、潍坊。这些项目有的是老
项目继续深化，有的是全新的。他希望借助
儒商大会，会会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促成
更多的鲁以合作。

介玉成说，以色列企业界对山东非常重
视。山东农业发达，以色列的种苗、水肥一
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被山东多地引进，以色
列化工集团在山东海化也有投资。山东人口
多、市场大，以色列的医养健康等企业对山
东市场很感兴趣；以色列是创新之都，高新科
技成果多，而山东的产业基础较好、承接能力
较强，人才、资金都不缺，文化底蕴丰厚，以
色列企业界认为，与山东合作空间广阔。

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好几位会员带着
项目前来参会。据总商会会长郑燕介绍，其
中有1个项目想落户济南CBD，还有历城区1
个项目、济南高新区1个项目、莱芜市1个项
目，她对大会成果非常期待。

这几天，郑燕的日程也安排得满满当
当。她说，山东省海外联谊会，威海市、济
南市等机构和地区，都借着儒商大会这个大
平台展开“双招双引”活动，她收到了几份
邀请函。“以前，客商有时觉得往山东落项
目有点难度，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郑燕
说，“但山东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以
来，省委、省政府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山东变得更开放、更亲
商，项目落地越来越顺利。”

前不久，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与加拿
大第二大证券交易所CSE签约，负责将在此
上市的300多家高科技企业进一步推介运作。
郑燕表示，“下一步，我们准备把相当部分
的企业介绍到中国来。山东各市政府和企业
可以留意这些资源，从中挑选好项目、好产
品，在山东进一步孵化成长、落地发展，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香港山东商会联合总会会长王殿杰说，
香港和山东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一直保持着
紧密联系，目前，香港山东商会联合总会会
员在山东投资合作项目近千个，一批科技含
量高、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业合作正在
开展。山东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新愿
景，引起香港商界高度关注。“作为在香港
的山东人，我们一定珍惜这次儒商大会提供
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商会自身建设，更好地
动员和组织广大会员，以实际行动融入家乡
的创新创业实践。”

本次大会上，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将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旗下的国寿股权投
资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郑永清说，双方
将利用山大地纬的技术能力和平台基础，发
挥中国人寿的资金、覆盖用户、渠道、品牌
等优势，共同建设“山东省大健康云平
台”，推动建立一站式结算、多渠道融合支
付、健康信息传输、健康大数据应用等新模
式，聚集各健康行业服务资源，助力形成跨
界融合的数字健康产业新高地。

“未来，我们将以‘山东省大健康云平
台’为基础，形成面向全国的运营服务能
力，至2023年争取覆盖全国3亿人以上。双方
还将共同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大健康产业
中的应用，积极形成大健康云平台运营服务
新业态，服务于大健康产业和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郑永清说。

对这次大会山东集中推介“十强”产业
重点项目，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宏
颇多感慨：“引进新变量，创造新组合，提
供新可能，培植新优势。我们只有与新的优
质先进的发展要素深度结合，既有的资源优
势才能转化为发展的优势。”他注意到，从
去年到今年，央企的大机构在山东投资已经
超过1万亿元，促进了山东产业结构优化。

他说，儒商大会也能让所有多年来想来
山东投资、想来山东发展的投资者和企业，
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十强”产业中找
到新的投资机遇，发展潜力巨大。

东营市委书记李宽端表示，当下，东营
重点围绕发展石化、橡胶、石油装备、有色
金属、新材料等特色产业，现代高效农业、
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和生物医药、航空航天
等未来产业，制定了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和配
套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双招双引”，加
快构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我们积极对接这次大会，精心组织
‘相约黄河口 儒商东营行’等活动，系统
推介东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项目、资金及人
才需求，展现东营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
新愿景。”他认为，本次大会为东营扩大对
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双招双引”提供了重
大机遇，“我们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架起东营
联通海内外的桥梁，让更多的新理念、新技
术、新项目在东营落地生根。”

□采写记者：赵洪杰 杨学莹 杜文景
统 稿：赵洪杰

千里逢迎，高朋满座。以“新时代、新动能、新儒商、新愿景”为主题的儒商大会2018即将拉开大幕，齐鲁大地俊采星驰，来自全球的儒商精英、

著名专家、各界名人将共襄山东高质量发展大计。

儒商大会是山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平台，使山东在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坐

标、大格局中优化配置资源，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齐鲁儿女怀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对大会召开翘

首以盼，参会的海内外嘉宾则对携手新时代新山东、共享发展新机遇充满期待。

开放的山东正敞开胸怀，拥抱八方来客。

图①：神威E级超算原型机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完成部署，并正式启用。图②：全球最先进的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蓝
鲸1号”在烟台交付。图③：在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自动导引车在快速有序运送集装箱。图④：泰安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动“一次
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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