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抢眼 2014年11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翟恒水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今 日 济 南>>>> C05

一进工厂大门，目光所及
之处，林立着几家台球厅、饭
店、影楼等场所。造纸厂的车
间已难觅踪影，原来的办公大
楼已租赁给一家宾馆，而现有
的办公地点，是原来的一座四
层变电小楼，若无人指点，谁
都无法想象，这就是曾经辉煌
一时的山东造纸总厂东厂。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造纸厂厂房设备基本已

处理完毕，70多亩土地大都
出租，之所以陷入目前的窘
境，主要由于曾经的一桩合
资纠纷。

1993年1月，济南五家国
有造纸厂，包括山东造纸东
厂、西厂，山东高级薄页纸厂，
济南造纸厂和济南纸浆厂共
同成立大易造纸公司，与香港
一家公司合资经营，但在合资
期间，外方没有按合同出资，

加之管理不善，企业生产经营
陷入困境，错失了调整产业结
构的黄金机遇期。

与此同时，从1996年开
始，国家对环保管理越来越
严，大易造纸的草浆生产线被
关停，与之配套的生产纸机也
都陆续停产，造纸厂进入了停
产半停产状态，8000多名职工
中，有80%下岗，职工工资一
直拖欠。

破败的大易造纸厂在帮扶下正在孕育着希望。 见习记者 于悦 摄

让让““大大易易””慢慢慢慢走走出出泥泥坑坑真真是是 ““大大不不易易””
不丢主业，筹备战略重组，特困国企大易造纸公司在帮扶下顽强前行

25日下午，济南连续几天的雾霾缓解了不少，露出了部分蓝天白云。记者来到位
于少年路的大易造纸总部采访，在政府的帮扶下，一年多来，“大不易”的大易公司在
顽强地前行，并制定了“未来不丢主业，筹备战略重组”的总体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指
导下，方方面面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一桩合同纠纷
让大易陷入泥坑

截至2012年12月底，大易
公司资产总额2 . 8亿元，负债
总额19 . 95亿，其中欠职工内
债就达3 . 33亿，包括工资、生
活费、医药费、抚恤金、社保费
等21项，涉及职工3万人次。外
债数额中，光金融债务，截止
到1998年9月，就欠了10 . 1个
亿，现在已达17 . 6亿，生产经
营中拖欠的各项费用也有4亿
多元。

1999年，按照济南市重新

确定的济南造纸工业发展思
路，四个国有控股的纸业公司
先后成立，分别是济南鲁丰、
晨光、银星、金至。四个新公司
带领职工进行生存自救，保住
产品，保住市场。

“当时难度是相当大的，
很多家庭困难的职工甚至把
家里的粮食、猪都卖了，从牙
缝里挤出了血汗钱，否则企
业和职工都没活路，最后凑
了770多万元。”济南大易公

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田培
军说。

与目前遇到的巨大困难
不同，始建于1908年的山东
造纸总厂曾经是济南造纸的
代表，作为中国最早的造纸
企业之一，新中国第一套人
民币是用它生产的钞票纸印
制的，周总理还亲自选定该
厂生产的画报纸作为《人民
画报》专用纸，曾为济南市的
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为救活工厂

职工把家里的猪卖了凑钱

鲁丰公司退休职工
李强今年64岁，1968年
进的造纸厂，2011年正
式退休，“我亲身经历了
厂子从辉煌到衰败。”他
说，自己在企业陷入困
境时下岗，由于身体状
况及年龄的原因，无处
打 工 ，生 活 非 常 困 难 。

“我从2012年开始，陆续
花 了 十 几 万 元 用 来 治
病，保住了性命，同时也
债台高筑，企业为我报
销了一些医药费，但还
是杯水车薪。”

在大易公司陷入困
境时，下岗职工生活费
每月只有180元，但发到
每个人手里只有1 0 0元
出头，并且还累计拖欠
长达70个月。今年，这一
生 活 费 提 高 到 了 每 月
441元，但上岗职工的人
均工资也在每月2000多
元，低于济南市社会平
均工资。现在大易公司
已近2 0年没招工了，人

员老龄化严重，每年退休
减员都在200人左右。

“这些年，虽然我们
一直在加大偿还历史旧
账的力度，但仍然拖欠着
职工工资、生活费1000多
万元，医药费1300多万
元，死亡职工补助及抚恤
金220多万元。”田培军
说。

帮扶解困中，职工
成为最大受益者，李强
剩余的六万多元医药费
也拿到了手。从去年9月
开始，大易公司被列为
市属44家国有困难企业
之一，开始得到市委市
政府的帮扶解困，长期
拖 欠 职 工 的 死 亡 抚 恤
金、死亡职工遗属生活
费、职工工伤补助金、职
工医药费和独生子女父
母退休补助费等五项历
史债务，以及职工股问
题都得到解决。

“过去我们欠债非常
多，市政府、国资委、协调

组帮了我们大忙，去年对
于职工的一次性补助费
就有2500多万元，为此我
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
但一直没能寄出。”田培
军说。同时，在去年年底，
困扰大易造纸18年的合
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自10月9日启动的职工股
回购工作，截止到23日，
曾经用于“生产自救”的
职工股也基本退出。

隶属大易造纸的鲁
丰纸业在2005年停工，
济南鲁丰公司党委副书
记张群介绍，造纸厂所
在的地理位置不适合生
产，排污设施也比较落
后，大易造纸的另三家
分厂也陆续停工，目前
主要利用厂房开发来养
活职工。作为济南市4 4
家特困企业之一，鲁丰
公司获得政府的大力帮
扶，得到了1200多万元
的帮扶资金，惠及职工
6000多人次。

2500多万资金

还清企业欠职工的内债

帮扶资金的注入仅
仅是输血，企业要发展还
需要自己具有造血的功
能。为了能“造血”，大易
造纸也有着自己的计划。

“目前战略重组计划还在
进一步研究筹备当中，没
有具体方案。虽然外债较
多，我们的职工从感情上
也不同意破产，希望企业
生存下去，自己也有用武
之地，”张群说，“主业还
是不能丢的，尤其是造纸
厂生产的各种‘特种纸’
也要继续传承生产下去，
找到新的发展途径。”

大 易 造 纸 虽 然 在

1999年成立了四个公司，
而且今年还有望实现一
亿五千万元的收入，但与
当年庞大的支出数额相
比，仍存在很大的资金缺
口，在与其他企业的谈判
合作中，由于种种问题也
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
难以开展。

“目前对于未来的指
导思想是，步子要迈得大
些，不要在一棵树上吊
死。”张群说，在工厂的土
地出租中，原来的造纸厂
西厂下手较早，土地面积
也较大，位于遥墙的场地
面积就有500多亩。而大

易公司总部所在的这个
厂址，会按照打造文化创
意园的理念选择一些摄
影类、创意类客户进驻，

“这个厂本身位于济南市
整个旅游线的中轴上，邻
近大明湖，想继续保留下
来，虽然已不适合生产，
但适合发展类似的文化
产业。”张群说。

借力帮扶解困，未来
的大易公司打算一方面继
续按照既定的重组方案操
作，另一方面将整体操作，
按照“整合、重组、发展”三
管齐下的思路，实现企业
的产业升级和发展。

未来不丢主业

继续筹备重组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雅菲） 44家困难国企帮扶
交出良好答卷。25日，记者从市
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
改革发展工作办公室获悉，目
前，18户企业一次性安置职工
退出工作已完成，破产退出、
战略重组发展的企业也已准
备就绪。小鸭集团等调整改造
搞活企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去年10月，济南市下发了
《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
和 改 革 发 展 协 调 组 工 作 方
案》，公布了44个市属国企帮扶
名单，帮扶协调组也正式进驻
企业，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完
成帮扶解困工作，并且确定了
44家企业将采取战略重组发展
一批、调整改造搞活一批、依
法破产退出一批、安置职工解
决一批的思路进行帮扶。

记者了解到，目前18户企
业一次性安置职工退出工作
已完成。先后累计安置职工
1583人，其中，采取协商一致签
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安置职
工1097人，及时足额支付经济
补偿金和其他安置费4290万
元，支付社保费6594万元，企业
自筹资金解决职工内债2146万
元；对不愿或不能解除劳动合

同、年富力强、具备一定技能
的职工，妥善安置到集团其他
岗位实现再就业486人。18户企
业已全部完成社保账户合并或
注销、部分完成了税务登记证注
销、银行账户注销、住房公积金
账户合并或注销、工商登记注销
等工作。

破产退出的一批企业也
有了很大进展。据了解，目前
齐鲁化纤集团4户政策性破产
企业先后多次与法院工作组
对接，逐一按照法院要求修改
完善审计报告及相关破产申
报资料，重新梳理测算了破产
启动资金，建立了破产清算
组，确定了留守人员，精心做
好劳动账户清理合并手续、医
保缴费核实等职工安置前各
项基础工作，拟定了4户企业非
经营性资产管理方案，法院已
于11月5日受理破产申请，正式
启动破产司法程序。济南味精
厂确定了采取济南味精厂和
济南周济莲花味精有限公司
两家企业合并立案破产的思
路，预计11月进入破产司法程
序。

战略重组发展一批的各
项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其
中，大易造纸公司已完成金融

债务和解、清产核资、财务审
计、职工股回购等基础工作，
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研究
拟定了重组和整合的新路子。
济南蔬菜集团已完成清产核
资、资产审计、债务和解等基
础工作，中介机构正式出具
资产评估报告，目前正与战
略 投 资 者 积 极 洽 谈 重 组 事
宜，即将启动战略重组工作。
印刷四厂财务审计、资产评估
工作已经完成，企业与战略投
资者谈判取得高度共识，将签
订正式战略重组协议。济南市
投资控股公司下属东风汽车
已完成资产评估，为战略重组
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调整改造搞活一批的
企业中，小鸭集团的成果最明
显。据了解，小鸭集团目前正
在加快工业北路75号地块招拍
挂变现工作，加快生产工艺装
备改造升级，并且积极开拓国
内外市场；加快螺钉厂危旧厂
房翻建升级改造工作，推进茶
文化博览园项目建设；整合洗
涤设备资源，改造提升传统洗
涤设备，力争全集团公司在上
半年实现销售收入4 . 3亿元的
基础上，全年销售收入突破10

亿元。

困难国企帮扶中，部分企业焕生机

小小鸭鸭年年销销额额有有望望破破1100亿亿

曾经辉煌的小鸭集团有望再次焕发青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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