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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10日讯 (记
者 张贵君)近来通讯行业圈的

“硝烟味”有点浓，在继此前全
省各大运营商互飚“不限流
量”、市场渐趋平静之际，这两
天竞争骤然升级，各家相继对
套餐资费做出大幅降价，大有
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这次市场波澜应该起自8
月8日山东电信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的一则图片广告，该广告
显示，山东电信三天后将发布

“入目三分”式的颠覆性产品，
暗指一款大流量套餐即将上

市，并开始倒计时。一石激起
千层浪，电信此举立即引起了
同行的警觉。

联通在今年1月最早推出
了冰激凌不限量套餐。面对市
场波动，8月9日下午，山东联
通召开全省部署会，推出了99
元不限量套餐，下午5点前已
有用户成功办理，半小时内全
省受理千余用户，并在8月10
日的省级主流媒体发布产品
广告。这无异于一枚“王炸”，
立即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其实从8月8日开始，中国

移动山东公司就在紧急商讨
对策，积极应对这一市场变
局。据有关人士介绍，山东移
动10日已出台价格和服务类
似的“不限流量”套餐，并于当
天在市场层面部署落实。济南
移动也于10日在媒体发布消
息，将于即日起全面推行升级
版的不限流量套餐。

对于山东联通的这一抢发
行动，山东电信可谓“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8月10日，虽然对外
表示”颠覆式的产品“将在11日
推出，但当天上午，中国电信济

南分公司官方微信号就提前“颠
覆”，推出了与山东联通几乎雷
同的不限量套餐。

据了解，不限流量套餐本
来是面向中高端用户推出的，
而经过这一番拼杀，把工薪阶
层也拉了进来，并开始向学生
市场推进。据透露，各运营商之
所以不再墨守此前业内达成的
价格默契，并打破用户心理价
位，根源在于市场竞争的白热
化。目前正值暑期，是一年中最
重要的促销，当务之急是锁定
老用户、争取新用户，市场好与

坏，几乎决定着一年的收成。
据业内人士分析，竞相降

价对消费者无疑是一大利好。
不限流量概念一再放大，说明
国内整体移动网络运行能力
的扩容和升级，一度制约手机
上网的流量因素正在破解，运
营商具备了一定的承受能力。
同时，运营商都对超出使用范
围的大流量做出了限制性规
定，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不
限流量套餐尚处于初期探索
阶段，成本控制依然是各大运
营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大运营商暑期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不不限限流流量量””降降价价暗暗战战““9999元元””

8月8日，兖矿集团百万吨级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现场调研会在陕西榆林举行。未来能
源公司在榆林“煤油电化”一体化新型工业园区内分两期三步建设年产1000万吨油品和化学
品的煤洁净利用工程。示范项目在2015年8月23日全流程打通，产出优质油品，成为我国首个
投产的百万吨级煤间接液化项目。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摄影报道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者
张召旭)10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市场
主体发展情况。上半年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64万户，截至6月，全省
有市场主体745万户，居全国第
三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其中企
业突破200万户，截至6月底为
206.9万户，同比增长26.5%。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
局长田治颖介绍，在经历了2014
-2016年连续三年高速增长的情

况下，2017年市场主体增速放
缓，上半年全省新增市场主体64
万户，同比下降2 . 2%。新登记个
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减
少，占比下降，这是全省新登记
市场主体发展减缓的主要原因。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为特征的“四新”经
济企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全省
新登记“四新”经济企业同比增
长38 . 4%，其中，登记新技术企
业同比增长46 . 6%。新兴现代

服务业成为投资创业热点。
今年3月1日，全省企业简

易注销登记改革全面推开，市
场主体退出改革进程加快，市
场主体退出机制更加完善。上
半年，全省注吊销市场主体
30 . 3万户，同比增长1 . 3%。大
量“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竞争，
上半年注吊销企业7 . 7万户，相
当于 2 0 1 6 年注吊销数量的
73 . 1%，优胜劣汰现象相对企
业更为明显。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通讯
员 郭勇 宋书超)在“一带一
路”重大战略的带动下，我国企
业不断走出国门，如何在新形
势下做好跨境税源服务，山东
国税积极行动，推出十项服务
措施，主动为“走出去”和“引进
来”企业提供税收辅导服务，帮
助企业破难关、解难题，让鲁企
风行“一带一路”。

“有了国税部门的协助，相
信今后我们在拓展海外业务时
能很好地规避税收风险。”威海
正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知
昊说，在威海国税部门的帮扶

下，目前已在越南河内市设立
了荣人电子(越南)有限公司并
生产运营，开启了“走出去”创
业发展之路。

正人电子的成功“出海”是
税务部门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山东国税部门近年来主动为

“走出去”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
“走出去”发展不再“摸着石头过
河”。山东省国税局局长薛建英
告诉记者，山东国税部门立足本
地跨境企业实际，专门制定了服
务“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
十项服务措施，为企业提供更详
尽的境外投资指引，多角度服务
跨境经营纳税人。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经与
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
的116个国家和地区主管税务
当局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
制。今年我国还将进一步加强

政策沟通，与包括“一带一路”
国家在内的8个国家开展税收
协定谈判，逐步编织起互利共
赢的国际“朋友圈”。得益于税
收协定优惠，山东电建一公司
通过在济南市历城区国税局开
具的三份《中国税收居民身份
证明》，为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争
取到了209万元的税收优惠。税
收红包，不止吸引了“外来户”，
更是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
服务的支持，让“本土户”更有
底气走出去。

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面临
国际税收政策差异，山东省国
税局则着眼国内，与“走出
去”企业签订《税企双方承诺
书》，对遭受税收歧视或不公
平待遇的“走出去”企业，竭
力提供法律援助，及时介入帮
助企业解决争端。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 (记
者 邢振宇)8月8日，由浪潮
牵头组建的济南市“企业上
云”创新联盟成立，这是全省
首个“企业上云”创新联盟。
浪潮还推出“亿元上云扶持
资金计划”，首批上云企业可
享3个月免费试用，签约后再
赠送6个月免费试用期。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
态，以云计算为代表的IT技
术正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要驱动力。济南市“企业上
云”创新联盟由浪潮集团、山
大华天、济南移动等知名IT
企业、云服务商组成，基本覆
盖了国内主流Iaas、PaaS、SaaS
等云服务领域，联盟成立后
将通过协同合作，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资源，促进联盟成
员的共同进步，带动经济转
型升级，实现共赢共荣。

济南市经信委副主任赵
炳跃说，推进“企业上云”是
济南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
一项重大举措，目的是为了
加速两化融合从“互联网+”
向“云+”迈进，培育企业发展
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
添表示，作为联盟理事长单
位和济南市“企业上云”首批
平台服务商，浪潮将携手联
盟成员，为上云企业提供更
优质、更专一、更高效的服务
方案。同时，希望更多企业加
入联盟，共同打造济南“企业
上云”的健康生态。

浪潮还推出“亿元上云
扶持资金计划”，针对首批
上云的万家企业提供“ 3 +
6”优惠活动，即3个月免费
试用，签约后再赠送6个月
免费试用期。

8月9日，由孔府家酒业有
限公司主办的“朋自远方，唯
酒无量——— 2017孔府家酒全
球合作伙伴大会暨畅饮型白
酒论坛”在中国曲阜香格里
拉大酒店举行，高朋满座，群
贤毕至。政府领导、学术精英、
业内专家、社会名流以及媒体
界人士共话畅饮型白酒发展。
孔府家酒首倡畅饮型文化酒，
这是鲁酒发展历史上首次承
办以畅饮型白酒为主题的大
型论坛，意在破题白酒年轻化
和国际化，助力白酒行业创新

发展，具有重要的风向标和里
程碑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口结构的变化，消费者对于
白酒产品需求趋向多元化、
个性化。在此背景下，白酒行
业已经处于深度调整的阶
段，而近年来，消费市场对低
度白酒的需求则呈现出快速
增长的态势，产业发展和市
场消费的需求对白酒产品品
质提升和产品文化创新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王丛)

山东建筑大学“知冷知
热看山东”社会实践调研团
队针对一项即将应用于济南
中央商务区集供电、供暖和
供冷于一体的先进技术于今
年暑假展开调研。若此项技
术投入使用 ，将会大大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有害
气体排放量，这在全省乃至
淮北地区都数首例。

“知冷知热看山东”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成立于2015年
5月，由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
程学院学生组成。团队以“心

系齐鲁冷暖，情牵碧海蓝天”
为主题，围绕专业相关的供
暖、制冷、绿色建筑、节能减
排先进技术等进行实地考察
和学习，在技术、经济、社会
等层面上进行社会实践调
研。“知冷知热看山东”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成立三年以
来，立足于省内冷热情况调
研并不断深入。相比于以往
两年，今年的调研，在专业
性、时代性、创新性上有了进
一步的提升。

(王丛)

省省内内首首个个““企企业业上上云云””创创新新联联盟盟成成立立
浪潮投亿元助万家企业“上云”

朋自远方，唯酒无量

孔孔府府家家酒酒首首倡倡畅畅饮饮型型文文化化白白酒酒

冷冷热热调调研研山山东东 低低耗耗助助力力前前行行

山山东东““四四新新””经经济济企企业业半半年年增增近近44成成
30 . 3万户市场主体退出，市场优胜劣汰突出

省省国国税税十十举举措措助助企企业业““走走出出去去””
税企合作让鲁企风行“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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