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青高铁青盐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山东高速铁路网已初步搭建，省内 2小时交通圈逐步成型

本报济南讯 12月 26日上午 9
点 08分，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以下
简称济青高铁)开出首辆列车，宣告
正式开通运营，济南至青岛最快列车
运行时间将压缩至 1小时 40分。

济青高铁西起济南东站，东至青
岛市红岛站， 线路全长 307.9公里，
设济南东、章丘北、邹平、淄博北、临
淄北、青州市北、潍坊北、高密北、胶
州北、青岛机场、红岛 11座车站，线
路开通即结束滨州不通动车的历史。
其中济南东至胶州北段初期运营时
速 300公里，胶州北至红岛段运营时
速 250公里。

记者了解到，济青高铁开通初期
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4对；2019年 1
月 5日运行图调整后，将安排开行动
车组列车日常线 37对， 在日常线基
础上，根据客流需求，周末线加开 3
对、高峰线加开 5对。 济南至青岛最
快列车运行时间将由原来的 2小时
20 分，压缩至 1 小时 40 分；北京至
青岛间将全程压缩 52分钟。 济南东

站到青岛北站的二等座票价为 156
元，一等座票价为 250元。

济青高铁通车后，不仅能缩短济
青两地路程，还能全面加速整个胶东
半岛与内地的联系。通过与现有铁路
线路的连接， 未来威海去往济南、北
京、上海等地的时间将大幅缩短。 譬
如，从济南出发，1小时 40分到达青
岛后， 通过青荣城际铁路，1小时即
可到达烟台、威海。 通过这种高铁与
城际快速铁路的“接力”，将进一步提
升群众出行便利程度。 此外，济青高
铁开通后，烟台地区将首次开行成都
方向列车， 威海地区将首次开行武
汉、太原、运城方向动车组列车。

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四市之间
商贸流通频繁， 城际人员往来活跃。
济青高铁的开通将有效推动济青烟
威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促进
烟威地区与省会以及其他各市的人
员交流。

与此同时，青岛至盐城铁路(以
下简称青盐铁路)也于 12月 26日开

通运营。列车开通后从青岛可乘高铁
直达江苏盐城，结束沿线日照、连云
港、盐城三地不通动车的历史。

青盐铁路自青岛北站引出，经日
照、 连云港至盐城北站， 线路全长
428公里，运营时速 200公里。 记者
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青盐铁路开通初期安排开行动车
组列车 5 对；2019 年 1 月 5 日运行
图调整后，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日
常线 12对，在日常线基础上，根据客
流需求， 高峰线加开 1对。 北京、济
南、 青岛至盐城间最短只需 6小时
47 分、3 小时 53 分、3 小时 05 分可
达。青岛北站到盐城北站的二等座票
价为 158元，一等座票价为 254元。

青盐铁路将为沿海港口疏港货物
运输提供有力保障。据悉，青岛董家口
港区疏港铁路、 山东济铁董家口物流
园同步建成。青盐铁路运营初期，将安
排开行董家口南至晏城、茌平、东风、
聊城北、济西、莱钢(颜庄)、兖州北、菏
泽南等方向货物列车 30对。

以济青、青盐两线开通为开端，
山东综合交通网络已进入加快构建
阶段。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
其峰在通车现场表示，济青高铁、青
盐铁路的建成通车， 打通了连接山
东半岛、 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快速交
通大通道， 初步搭建起了全省高速
铁路网主骨架。

据介绍，今后 5年，山东还将重
点推进雄商高铁、郑济高铁、京沪二
通道、环渤海高铁等通道项目和济南
到滨州、 莱西至荣成等城际铁路项
目，投资 5550亿元，建成和新开工高
铁 4500公里。 到 2035年，全省路网
总规模达到 5700公里， 同步规划建
设 800公里市域铁路，高铁网络覆盖
县域范围达到 93%以上，高铁通道进
出口增加到 15个， 时速 350公里高
铁占比提高到 80%以上， 全面构建
“四横六纵”现代化高铁网络，形成覆
盖全省的“省会环、半岛环、省际环”
格局。

（常青 吴荣欣）

12月 26日，济青高铁济南东站首趟列车即将出发，首趟开行的列车为复兴号 400，16节车厢，两重联发。（王世翔 摄)

“海报新闻”客户端上线试运行
山东媒体融合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本报济南讯 “海报”来了!给你
有“速度、深度、温度”的新闻。 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山东省委、 省政府有关
要求，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倾力
打造的省级媒体融合移动端传播品牌
--“海报新闻”客户端 12 月 12 日上
线试运行， 标志着山东媒体融合发展
进入全新阶段。
“海报新闻”客户端由山东省委宣

传部、省委网信办主管，大众报业集团
主办，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承办。以
创新融合为引领，以“立足山东、全国
一流、面向世界”为目标定位，“海报新
闻”主打“新闻 + 服务”，具备新闻资
讯、生活服务、直播互动、个性发布等
新媒体属性， 是山东省级媒体融合的

前端产品和新闻资讯传播、党端服务、
政务服务、 大数据分析应用及舆情管
理等六大功能的出入口， 通过新闻与
服务、技术与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创新
融合，建设移动融媒体传播矩阵，更是
传达党和政府声音、 服务广大群众的
重要平台。
“海报新闻”具有雄厚的原创实力

和鲜明的移动特色。 它将整合聚合山
东大众报业集团旗下新锐大众、 山东
24小时、山东手机报、大众论坛、齐鲁
壹点等客户端， 整合集团媒体集群强
大的新闻、人才、用户、平台资源；聚合
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 融媒新闻资
源，通过短视频、H5、VR等呈现手段，
聚合推送海量原创图文视频报道；充

分引进“大智移云物区” 等互联网技
术，通过行为数据、场景分析、用户画
像，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推荐，优化
用户体验。 它将成为全省网友获取身
边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的第一入口。

下一步，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将把
“海报新闻”打造成为在全国具有强大
传播力影响力、 在行业具有重要话语
权主导权、 在全省具有强大辐射带动
作用的移动互联平台， 为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建设提供强大舆论支撑。

在上线仪式上，大众报业集团、山
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与新华社、 澎湃
新闻、腾讯公司以及厅局代表、海报号
入驻代表签署协议。

（张春晓）

山东规范省属文化企业版权资产管理

获得版权资产应明晰权利归属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属文化企

业无论通过购买、 自主创作还是受
赠、划拨等方式获得版权资产，均应
明晰版权资产权利归属。 日前，山东
印发《山东省省属文化企业版权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强化版权资产管理，
规范文化企业版权资产的获取、管
理、交易等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办法》拟于 2019年年初实施。

近年来， 省属文化企业通过深化
改革，在规模效益、内容生产和传媒能
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涉及出版、影视、
报纸等 10多个行业,资产形式多样化，
其中版权资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

前，从企业的运营情况看，版权资产已
经给企业带来稳定收入和利润。

省属文化企业版权资产的获取
来源包括创作、购置、受赠、划拨、置
换等。山东明确规范版权资产获取管
理，规定省属文化企业获取版权资产
要根据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决
策程序实施。省属文化企业自主进行
版权创作，要根据企业主营业务的发
展战略，规划选题资源，鼓励创新创
优，增加版权资源特别是自主版权资
产的战略储备。 省属文化企业自主进
行版权创作，要明晰版权资产权利归
属。 由省属文化企业组织，代表省属

文化企业创作，并由省属文化企业承
担责任的作品， 企业应与相关的个
人、团队、合作方、委托方等签订合
同,约定作品的版权归属于企业。

省属文化企业通过购置方式取
得版权时， 应以订立合同的方式，明
确版权权属、 转让或者许可使用范
围、期限及转授权、权利瑕疵担保、违
约责任，对未来的使用、销售条件或
者衍生权利销售条件、 收益分配方
式、比例等内容，确保购买版权资产
权利及收益。 省属文化企业获取版权
资产， 应进行财务核算。 对购置、自
创、 置换等方式获取的版权资产，按

实际支付价款、获取过程中发生的各
项费用以及评估价值入账； 对受赠、
划拨等方式获取的版权资产，应按赠
予方、划拨方提供的资产价值等有关
凭证资料入账， 无价值凭证资料的，
可以公允价值入账。
《办法》规定省属文化企业需规

范版权资产的形成、使用、交易、处置
等各环节的管理，准确、完整核算反
映企业版权资产价值变动情况。

山东明确对版权资产管理工作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及个人，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姜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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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山东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创新高

本报济南讯 “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5年来，山东省借力“一带一路 "发
展机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 济南海
关数据显示，前 11 个月，山东对沿线
国家进出口实现 4650.4亿元， 比去年
同期(下同)增长 5.1%。 11月进出口总
值更是创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的历史新高， 当月进出口 512.4 亿
元，同比增长 24.1%，环比增长 10.3%。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超 7成。 11
月份，山东以一般贸易方式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374.6亿元，增长
29.6%，占同期山东省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下同)的 73.1%。
民营企业主导进出口。11月份，山

东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 373.7 亿元 ， 增长 25.1% ，占
72.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83.3 亿
元,增长 0.6%，占 16.3%；国有企业进
出口 55.4亿元，增长 77.1%。

济南海关综合统计处副处长刘赛
解读，从出口看，主要市场经济形势向
好刺激出口增长。11月份山东对印尼、
越南和印度进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分
别增长 40.5%、21.1%、20.6%。 从细分
数据来看， 东盟依然为最大进出口市
场， 实现进出口 210.5 亿元， 增长
17.5%，占 41.1%。 机电产品、农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钢材为主要出口商
品。

11月份，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 88.9亿元， 增长
17% ； 出口农产品 32 亿元， 增长
21.2%。 此外，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9.4亿元，增长 16.8%；出口钢材 25.9
亿元，增长 22.4%。

从进口看， 地炼企业加大原油进
口拉动进口增长。 自原油进口“双权”
放开以来，原油始终占据山东省自“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第一大商品的
位置。 11月，山东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口原油 354.9 万吨 ， 增加
45.4%。

（代玲玲 张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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