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道鲁商 开放融通
山东传承文化基因深耕资源禀赋，尊商重商亲商助商氛围日益浓厚

开放的高地 创新的沃土
越来越多的外来客商把山东当成第二故乡，扎根山东、奉献山东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商道，是一个地区文化氛围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各地发展的独特资源和重要助力。

古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
人文风俗、环境风貌与商业文化有着互为表
里的亲密关系。有句话叫“以文脉赢得商
脉”，培育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是培植营
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山东是文化高地。改革开放四十年间，
各地传承文化基因，深耕资源禀赋，创新经
济社会发展思路，尊商、重商、亲商、助商
氛围日益浓厚，不仅滋养了一批在国际舞台
上开疆拓土的本土企业家，也成为外来客商
一展拳脚、闯出伟业的福地。

兼收并蓄 宽广包容

如今的商场较量绝不仅是经济实力，更
是包含“智、礼、仁”等在内的整体商业文
化。改革开放后，山东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企
业家，深入挖掘和弘扬齐鲁商业文化是其参
与市场竞争的“法宝”。而同时，他们崛起
的意义又超过了企业本身，酿就出齐鲁商业
文化对外来客商的天然吸引力。

在济宁，本土企业玉堂酱园坚持“童叟
无欺”，自创业开始就制定做人、做事的
“规矩牌”，如今成为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
店。“重礼仪、尚伦理是济宁世代恪守的信
条，而京杭大运河开通又带来了务实、创新
等基因。”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
生说，两种文化融合为“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等为基本理念
的儒商文化。近年来，回报社会、热衷公益
更展现了新时代的济宁儒商风范。

提及泰安，人们首先想到务实稳进的挑
山工、石敢当精神，但因大汶口文化和泰山
文化在此交融，泰安商业文化还有个很重要
的特征是“以和为美”。听泰山考古研究所
党支部书记温兆金介绍，大汶河作为南北方
交通枢纽，码头形成后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
在此聚集，尤以为盛的是有强烈商业意识和
创新意识的晋商，“泰安人以包容的心态接
纳了他们，晋商也深受当地‘厚道’‘诚
信’的理念影响，最终杂糅成‘和为贵’
‘和为美’的儒商文化。”

“潍坊因风筝闻名，风筝产业的繁荣，
将潍坊的儒商文化传到了世界各地。”国际
风筝联合会秘书长张崇高指出，在这一过程
中，异域的商业色彩也给潍坊商业文化增添
了新气象。多年来，潍坊以“风筝牵线、文
体搭台、经贸唱戏”的定位，连接起与世界
的商贸往来，“包容”“务实”“守信”
“协作”“共赢”等文化元素，共同浸润着
潍坊这块商业热土。

尊商扶商 重商亲商

今年1月，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在山
东设立，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一流营商环
境位列试验区建设三个“关键支撑”之首。
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发展提供
“保姆式”服务……当前，重商、亲商的商
业精神在山东各地蔚然成风，成为新时代了
解、解读山东商业文化的关键词。

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莱芜，以韧劲十足
的钢铁毅力上演“千里招商一夜至”的故
事。上海豪骋公司准备在北方布局新能源整
车生产基地，全国四市展开激烈角逐。电话
连线意犹未尽，莱芜市农高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周光学给出“明早八点半我到您
公司面谈”的承诺。翌日八点半，周光学准
时出现，感动了豪骋派出团队到农高区实地
考察，并最终将新项目落户于此。豪骋常务
副总吴涛说：“莱芜配套、优惠条件并非最
好的，但莱芜人诚实守信，坚韧不拔，让我
们相信项目能在这结出硕果。”

爱商、护商，烟台让发展的大门始终向
那些努力为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的企业打
开。“成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后，货物通关
速度比之前提高了60%以上。”浪潮乐金数字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王军告诉记
者，诚信经营让浪潮乐金尝到了甜头。2016年
起，烟台实施诚信“红黑榜”发布及联合奖
惩制度，截至目前累计发布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失信被执行人、A级纳税人等诚信“红黑
榜”共计16批次31000余例。全社会形成了
“诚信企业可走绿色通道，失信企业寸步难
行”的浓厚氛围。

9月16日，长城汽车日照基地项目举行奠
基仪式，这是今年继猪八戒网等大项目落地
之后，日照对外招引的又一成果。日照空气
清新，阳光充足，依托阳光环境，当地在商
业发展中也着力打造阳光营商环境，大力营
造“阳光商风”——— 发力商事制度改革，将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在三个工作日以内。截至
上半年，日照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3 . 06万户，
平均每个工作日有100户市场主体诞生，比开
展商事制度改革前增长68 . 4%。

从最初的不毛之地，到如今的高效生态

经济区，东营兼具东部地区的繁华和便利以
及西部地区的广袤和潜力，但更有“亲商、
惜商”的浓厚氛围。一个“大开放、大招
商、大发展”战略下，东营仅用9个月时间便
吸引了近8000个外来投资项目落户，让这片共
和国最年轻的土地持续迸发出旺盛活力。

变革创新 活力迸发

有部电视剧叫《闯关东》，山东人热爱
家乡，但也能闯世界，张瑞敏等山东商人的
杰出代表已在这方面展现出骄人成绩。当前
山东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齐鲁商业文化中
变革创新、开放融通的特质正愈发鲜明地展
现出来。

“儒商讲究‘持经达变’，既遵守普遍规律，
还求变求新。”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唐一林是听着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故事
长大的，经营圣泉的三十多年间，他将创新视
为企业的核心和灵魂。“最关键的是宽松的
创新环境和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唐一林提
到，圣泉集团各种实验室里出了很多新产品、
新技术，大部分夭折了，只有一小部分实现产
业化，但这才是创新的正常状态。也正是因为
持续追求创新，企业被评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成为“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保温原材料
供应商，轨道交通用圣泉轻芯钢、木质素染料
分散剂等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

威海三面环海，无论自然界的大海还是
浩瀚“商海”，威海人都是敢闯敢试的“弄
潮儿”。今年6月，华夏文旅集团投资的大型
演艺《驼铃传奇》在西安一经推出就受到追
捧，预计全年景区接待人数可突破400万。
“一开始不被看好，但我对自己的团队和多
年来的经验有信心。”华夏文旅集团董事长
夏春亭认为，敢闯敢干不认输正是威海企业
家都有的精神。同时，威海更有“海一样的
胸怀”——— 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威海
提出“威海之外都是外”的开放理念，逐步
构建起面向全球的多层次开放格局，美国惠
普、德国马夸特、比利时贝卡尔特等国际知
名公司已相继在此落户。

一个半死不活的“卖煤烂摊子”在山东
能源淄矿集团支持下，不到两年就“蝶变”
为山东首个大宗物资交易平台齐鲁云商。从
低头挖煤，到抬头卖煤，再到昂头抢占包括
煤炭在内的大宗物资交易，淄博人骨子里创
新进取的商风释放出强大能量。“要发展就
必须谋转型，但转型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
而是要立足优势资源开拓创新。”齐鲁云商
董事长、总经理王德龙告诉记者，乘上互联
网的快车，公司在地域和经营范围上没有了
边界，以服务增值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截至上月底，齐鲁云商交易平台已累计实现
交易额170亿元，交易量4429 . 5万吨。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开启的是一场集八方贤达志士
共谋伟业、共襄发展的盛宴。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山东每一次发展
高潮的出现，都充盈着这样一抹瑰丽多姿的
风景线：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客商，以艰苦
奋斗的精神在山东扎根、在山东奉献，而山
东也以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情怀，赋
予这些建设者们投资的沃土、温馨的家园。

选择山东，共谋发展

一套小蘑菇形状的应急灯，轻拍其中一
个，分布于不同房间的灯将同步亮起——— 在
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每分钟都在进行
着从工业品到附加值更高的设计品的奇妙运
算。这里是“广东客”韩风琴在江北开发运
营的首个工业设计主题园区。

山东工业设计基础较弱，此前，除青岛
有寥寥几家企业，济南尚无一家与工业设计
有关的企业。引来一个韩风琴，造就一个服
务于山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代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目前，中国十佳工业设计机
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知名创新设计机构
70余家在此落户。

以高质量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进行科学
标注，关键一招就是敞开门、广纳才。近年
来，在山东一系列创新引领、优化发展甚至
是从无到有的生动实践中，外来客商功不可
没。有韩风琴为山东制造补上“软实力”关
键短板，也有来自波兰的顾霄将最先进的煤
机制造技术工艺送到山东。

“10年前就来了山东。”作为山东塔高矿业
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这家中波合资企业的
总经理，10年间，顾霄主持的“煤炭液压支架设
计”等研究课题为行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就
在今年6月，塔高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还

开启了向高端智能的转型。山
东号召各级党员干部要勇做
新时代泰山“挑山工”，顾霄深
表赞同：“我也要当好泰山‘挑

山工’。”
“成交额从2005年不足2亿元激增到2017年

的近30亿元。”北上的义乌人，淄博华川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冯宪金心情很好，“我跟
山东、跟淄博很合拍”。听他介绍，自己事业做
大的同时，还为3000多经营户搭建起创业致富
的商贸平台。

扎根山东，梦想起航

越开放，越发展。当前山东正进行一场
“一次办好”的自我革命，容缺受理、减少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全程无偿代办……一揽
子便利化措施的落地，让抛出的橄榄枝更有

底气，由此激发出巨大的市场活力。
俄裔德籍工程师威科多，今年1月来到威

海创业：“海水清澈，沙滩洁净，空气质量
好……但最终让我动心的，还是中方伙伴的
诚意和山东优越的营商环境。”威海环翠区
实施“代办员”制度，威科多只需在文件上
签名，公司注册手续就能全部办妥送到他手
上。他还提起那张被存放在手机壳里的“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9点多去办，中午下班
前就拿到了。”

别看莱芜面积不大，却有个能量巨大的
“北大”朋友圈。莱城区干部作出“‘围墙’内生
产经营你管好，‘围墙’外我们帮你办好”的承
诺，打开了通往北大博士周震心里的大门。如

今他有好几个师兄弟都来了，有的还成为周
震希格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下游企业，
莱芜北大“朋友圈”不断扩容。

8月底，一条集合了萨维奥在意大利、捷
克和中国研发力量推出的全球第一条气流纺
纱机生产线进入紧张筹备，将先期在济宁展
开生产。不断强化的重商、亲商、扶商理
念，也让这家意大利百年名企在齐鲁大地释
放出旺盛的成长力。

“和当初选择在济宁投资一样，再次把济
宁作为新产品的全球主产地，源自对济宁的信
赖。”萨维奥(山东)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意大利人智雅德一一列举：为客商列出注意事
项清单，完全接手土地、环评等手续办理，帮助

企业招聘员工、为企业高级人才提供免费公
寓……“每一项都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来自河北的
掌门人李庆忠还记得，因为对股份制改造、
投融资、财务审计评估等都不熟悉，济南高
新区金融办就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细致指导，
让企业少走不少弯路。去年开始，地纬的
Smart G的智能政务系统在全省“一次办好”
改革中大显身手。

推介山东，走向世界

有的把家搬来了，有的用智慧为山东经
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一批又一批的外来
客商，把山东当成第二故乡，用真情与爱，
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感受、推动着这片
土地发生一个又一个变化。

智雅德对这几年生态环境的悄然向好感
受很深。“过去一到冬天，整个城市就像被
纱布扣住了，从嗓子到心里都不舒服；现
在，绿地、湿地、公园随处可见，除了越来
越多的鸟儿，还有挂满夜空的繁星。”智雅
德说。据介绍，作为“济宁荣誉市民”，他
每年都会邀请济宁代表参加中国与意大利举
办的商会、年会活动，在内提意见，在外作
推广，为深化济宁与意大利间的经贸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作出着积极贡献。

威科多最近也双喜临门：不仅成功入选
“2018年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初步人选名单”，
公司生产的电动汽车也首次打入墨西哥市
场，成为中国造电动汽车进入墨西哥市场的
首例。听威科多讲，他的妻子带着小女儿来威
海探望他时也爱上这座城市，可能会来这里来
当外文教师，全家人将在威海一起生活。

有朋友来中国游玩，顾霄爱推荐他们去
爬泰山、看孔庙，并自告奋勇当起向导。由此有
了妻子的这番评价：“跟山东‘哥们儿’比跟家
人还亲！”顾霄说，高铁的快速发展让交通变得
十分便利，他为家人办了不限次数的签证，
现在每年除了圣诞节回波兰，其余11个月基
本都在山东过。如今他还爱上了山东的白酒
和宁阳的“四八”席，并研究和借鉴起了儒
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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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开放包容，
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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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希格斯新能

源董事长周震

淄博华川置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冯宪金

山东塔高矿业机械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顾霄

济南同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韩风琴

萨维奥 (山东 )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总经理智雅德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庆忠

威海氢氚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电机研发总工程师威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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