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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召旭 朱贵银

创创新新迸迸发发新新动动能能 转转型型绘绘就就新新经经济济

“十二五”山东中小企业发展图

记者 李岩侠 朱贵银

多年来，尽管山东的中小企业已支撑起我省
经济的半壁江山，却从没有像现在如此耀眼。回
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山东的中小企业，已
颇有些“花开满园，万人竞香”的味道。

这5年，山东的中小企业爱上创新、恋上精
进，辟出了一条条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革故鼎新
之路。它们，正逐渐脱去小而散、笨而粗、资源
型、初加工的窠臼，借科技之实力、“双创”之
精神、互联网之平台，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舞出一首独具“山东
味”的创新驱动新曲。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培育发展新经济是
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发展
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省委推进山东由大到
强，实现“走在前列”的必然选择。

中小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体，也是
发展新经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力军。近年
来，山东中小企业在创业创新中不断探索，已形
成了一批以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技术应用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批以信息服务、高端装备
制造等为主导的新产业，一批以网络平台、众创
众筹等为主导的新业态，一批以设计创意、智能
制造等为主导的新模式，新经济已成为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的新亮点。你看，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你看家滴帮网络科技、济南迪亚创业孵
化基地、滕州市“双创”基地等，无不通过创新
找到了自已独特的发展路径、模式。

在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创新驱动的年代，典
型引领不可或缺！

山东的中小企业谁能忘记，为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部署，省
中小企业局特地从各处室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宣讲团”，分成4个组，
奔赴17市40个县(市、区)开展巡回宣讲。犹记得，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对巡回宣讲高度重视，要
求县级领导、县直部门、各乡(镇、街道办)负责
人及规模以上骨干企业负责人参加；更记得，企
业大赞“来得及时”，认为宣讲内容理论与事例
相结合，对什么是新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新经
济、怎么发展新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和启发。

一个个示范工程、一项项培育计划，对新常
态下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令
中小企业对发展新经济的关键领域、发展路径和
政策措施更加明晰。在济宁，原定4场宣讲的基础
上又临时增加了高新区一场，活动之实效可见一
斑。

事实上，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山东省
中小企业局早已提前行动。早在2016年李克强总
理提出“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之
初，省中小企业局即深入基层调研，并联手齐鲁
晚报走进城乡产业集群开展“新经济·新动能”
系列报道，推出了一批新经济·新动能发展典
型，并汇总出版了《创业创新在山东——— 2016新
经济·新动能》。

为发挥典型引路作用，省中小企业局梳理总
结全省中小企业典型案例，形成了创业孵化、专
精特优、智能制造、发展业态、聚集升级、绿色
发展、制度机制、工匠精益等培育新动能八个途
径，编纂了《培育新动能引领新常态——— 山东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之路》，将全省22个行
业、144个企业的典型案例收录成集。全省中小企
业培育新动能、新引擎有了新的模式和借鉴。

如今，在山东，人们已悄然改变了对传统中
小企业的认识。它们，早已不再是当年记忆里的
小工厂、小作坊、小零售，它们正以创融结合、
产融结合为主导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刷新
着世人的眼球，以更加灵便敏锐的新姿开创出一
条关于新经济的新路！

葛记者观察

引引领领新新经经济济，，创创出出新新路路子子

“从入门办证到财税指导，从技术平台到信息
对接，从电商培训到金融支持，在这里，中小微企
业可以得到‘全周期’‘一站式’服务。”在王兆
春局长看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把为中小企业做好服务纳入了政府的重
要职能职责，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服务体系，
服务也更加精准高效。对中企业发展来讲，这是前
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4年，我省即在全国率先
建成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现全省各类服
务平台1765个，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信
息化、融资担保、技术创新等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
务。截至目前，平台聚集各类服务机构2627家，年
服务企业12万家。

为吸引国内外优秀服务机构向平台聚集，形成
“政府支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格局，省中小
企业局携手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举办中国
(山东)中小企业服务商大会，如今，两届服务商大
会吸引近千家服务机构参会，已成为国内规模最
大、种类最全的服务商品牌盛会，一大批优秀服务
商落地山东。

2015年，省中小企业局与省财政厅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技术服务等四大类40多
项服务内容纳入了政府购买事项范围。每年安排专项
资金1000万元，组织担保行业协会、管理咨询协会等
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服务，举办了巡回大讲堂、“一企
一策”专家会诊、“金融财税服务齐鲁行”等品牌活动。

王兆春介绍，山东每年用于中小企业的省级财
政资金35亿元，有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特色产业集
群、政府委托服务等多个专项。同时，还配合国家
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设立了政府性引导基金。

据统计，2016年，我省867561户小微企业获暂
免增值税47 . 44亿元，307218户小微企业享获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17 . 62亿元。

省中小企业局正大力深化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
作；与财政部门建立了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融
资担保代偿补偿政策等；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
新，利用大数据为中小企业增信等。

“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搭载‘一带一路’
快车，是推动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拓展发展空
间，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王兆春介绍。
国家推出“一带一路”顶层战略以来，山东把支持
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寻求国际合作，作为抢抓
“一带一路”机遇的重要切入点。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中小企业“走出去”工作，省委外事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确定建立中小企业对外合作交流机制，
财政资金上给予支持，管理上将中小企业组团出国
由省外事办单列计划、快速审批。省委、省政府领
导重要出访活动，优先安排中小企业参与，对中小
企业加强对外合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省中小企业局联合省外事办搭建了专门的中小
企业对外交流合作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境外信息
发布、项目交流合作、风险防范等免费专业服务。
目前，平台累计发布外事信息4000余条，入驻中小
企业2100多家。

这几年，地处“油城”东营的山东科瑞控股集团
大力进发国际市场，先后在57个国家设立了分子公
司、办事处，其中业务涵盖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
联体、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

统计表明，仅2014-2016年间，我省就组织41个
中小企业考察团700多家企业赴英国、巴西、德国、
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交流，达成合作意向
400多个。组织举办了日本山口县经贸洽谈会、阿联
酋经贸交流会、以色列农业与水技术洽谈会等多项
活动，参与对接洽谈企业2600多家。通过举办海峡
两岸创业创富博览会，在济阳县建设了海峡两岸青
年企业家创业创新基地。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省聚集创新、
转型升级的重要集合体。产业集群发展
使我省经济由过去大企业带小企业、独
立分散、自成体系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大
中小企业并举、集聚配套、互动创新的
发展新形态。实施产业集群壮大工程和
培育千亿级创新型产业集群意见已写入
省委全委会报告。

这5年，是我省产业集群突飞猛
进、凤凰涅槃的重要时期。至2016年，
全省年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产业集群达到
231个，比5年前多95个；过500亿的产业
集群已经发展到20多个，而5年前只有2
个；销售收入过千亿的产业集群也实现
了零的突破，达到7个。到2020年，全省过
千亿的集群有望达到30多个，这意味着
我省将再造30个“海尔”。

除了集群规模、实力、配套水平、
企业层次“日高日上”，近年来，我省
产业集群的产业范围也在迅速拓展。集
群式发展的领域已经由传统小商品向现
代时尚产业拓展、由一般消费品向装备
制造业拓展、由传统产业向新技术产业
拓展，由农村、城乡结合部向城市园区
开发区拓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推
动力。

青岛北部的棘洪滩镇曾是一片荒芜
的盐碱地，现如今它有了一个最为响亮
的名字——— “动车小镇”。据统计，全
国60%的高速动车、25%的城轨地铁都
是在这里制造，这里已成为中国的“高
铁心脏”，全球的高铁创新高地。

无产业小镇不兴，没特色小镇失
色！从产品到技术，从规模到实力，从
业态到模式，如今山东的产业集群已今
非昔比，一个个特色小镇大放异彩！我
省产业集群的形成大都是在这样一个个
特色产业镇的基础上聚集发展起来的，
反过来产业集群的发展又为特色产业镇
的发展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和更大的空
间。

从2016年开始，我省开展实施产业
集群升级年活动，制定《全省产业集群发
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十三五”
产业集群“1362”工程。即：培育壮大年营
业收入过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10个、
1000—2000亿元的30个、500—1000亿元
的60个、100—500亿元的200个，着重
在产业链拓展、协同性创新、服务性配
套、价值链提升、城镇化协调、规划性
指引等六个环节采取措施，培育七大新
兴产业集群和十三大传统优势产业集
群。

截至目前，全省培育省级重点产业
集群121个、山东省特色产业镇200个，一
批被命名为中国“名城”、“之都”、“之乡”
类的区域品牌，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
的重要载体和带动力量。同时，一批高耗
能、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
产能被淘汰，山东中小企业不断进军战
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医
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和配套产业，持续向中高端发力。

“在我们攻克了精密减速器技术后，
一台原先被国外垄断的机器人价格从最
低16万元，降到了8万-12万元。”山东帅
克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承龙
告诉记者，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中国工
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前景广阔，但工业机
器人的核心部件一直受制于国外技术垄
断。为此，帅克机械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
发中心，投资2 . 5亿元率先攻克了精密
减速器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和产品空
白。

在山东，像帅克机械这样的省级“一
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共有964家、创新企
业1026家，平均每个研发中心和企业拥
有专利13项。而在2012年，首批研发中心
仅有97家、创新企业为141家，分别增长9
倍和6倍。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
示，“一企一技术”研发平台的建设，旨在
倡导每个企业掌握一个专有技术或独门
绝活，政府以税收减免、专项投入等政策
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创建“一企一技术”
研发中心，加大专有技术研发投入。据

悉，目前，我省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创
新工程已写入省委全委会工作报告和省
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省委、省政府战略
工程。

同时，根据工信部关于促进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指导意见，通过引导
中小企业技术、管理、经营和服务模式创
新，目前一批行业细分领域的行业“小巨
人”、“隐形冠军”已经开始显形。现全省
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05家，12家企
业入选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9家企业入选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

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扶持中小企
业技改项目4000多个，投入资金50多亿
元，重点扶持“一企一技术”和“专精特
新”，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应运而
生。烟台持久钟表，广泛用于高铁、机场、
核电和船舶，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参
与5个领域的国家级标准制定，产品畅销
全国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聚力焊
接材料有限公司，30余项科研成果填补
国内空白，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5年，山东中小企业逐渐摆脱了资
源依赖的老路子，电子商务、互联网+应
声崛起。

2014年，当电子商务在很多中小企
业眼中还带有神秘色彩，很多人对其懵
懂不知深浅的时候，省中小企业局率先
召开了全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大
会，确定2015年为中小企业电商推进年，
实施电商村、园区、市场、专精特新企业、
特色服务业、平台等六项示范培育计划，
推出项目2212个。同时，连续举办了中国
(山东)网络商品博览会、中小企业“互联
网+”创新论坛，启动了中小企业电商培
育工程，开展“山东中小企业电商之路”
培训系列活动，从城市到乡村，“扫盲式”
电商知识普及培训遍及全省。至今，3年
累计培训30多万人，电商普及率由2014
年的24%扩展到80%以上。

2016年，全省电商交易额2 . 65万
亿，同比增长31 . 1%；网络零售额3007
亿，同比增长33 . 7%；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营业收入增长17 . 0%；淘宝村发展到
108个，比上年增加44个。7家企业入选
工信部2016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

地处鲁中腹地淄博的山东海旺达现

代物流有限公司即是这样一家借力互联
网+崛起的新生代企业。公司既不靠海、
也没有船，却开创了“无船做海运、无水
做码头”的全新商业模式，水运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

毫无疑问，是“互联网+”示范培育
行动为广大中小企业扫了盲、充了电、补
上了电商思维课！“还记得2015年省中小
企业局召开工‘互联网+’推进大会时，

‘互联网+’这词恁陌生了，‘+’什么、怎
么‘+’，一片空白。要不是省里请来一批
先进企业现身说法，你根本摸不着门
道。”时至今日，我省的许多中小企业还
对首次推进大会记忆犹新。据介绍，省中
小企业局先后遴选208个制造业企业、
101个服务业企业、65个产业集群、59个
平台列入全省中小企业“互联网+”示范
培育计划，推动中小企业“互联网+”向
纵深发展。

示范，引导，带动，帮扶。就这样，“互
联网+”思维悄然植入山东中小企业的
血脉，改造、重塑着现代经济的基因，重
构新型营销体系和增值服务体系，重建
企业文化、价值观和商业模式。互联网技
术产业、大数据产业、跨界产业蓬勃兴
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省级层面
大力深化“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
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全社会创
业激情和市场活力进一步迸发，全省中
小企业发展呈现“井喷”之势，驶上发
展快车道。

到今年6月底，全省中小企业总量
突破206万户，新增16万户，与2012年
81万户相比新增125万户。特别是2014
-2016年，3年累计新增100万户，超过
了改革开放以来前35年的企业总数。这
是历史性的突破，在山东，中小企业
“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不仅仅是数量上成倍增长，质量和
效益也实现稳步提升。2016年，全省规
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39699家，增加值

增长6 . 66%，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占比
69 . 27%；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9 5 6 9 4 . 5亿元、利润
5720 . 5亿元，均居全国第二位，成为
全省工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量。

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扑面而来的
政策春风，是思想大转变后的快速发
展……5年来，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大力推
进创业创新工程，通过建设小企业创业
辅导基地、孵化器等对中小微企业和创
业者帮一把、教一手、扶一程,帮创业者
减负,与创业者同行。各类众创空间、
创业咖啡、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悄然兴
起，创业创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导
向、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这5年，企业总量突破206万户

中小企业成山东经济新引擎

这5年，电商普及率达80%以上

互联网基因成企业蝶变源动力

这5年，“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增9倍

创新驱动为中小企业腾飞添翼

这5年，百亿产业集群新增近百个

产业集群成创业创新发展新形态

这5年，率先建起公共服务平台1765个

精准服务助力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这5年，达成对外合作意向400余个。

“一带一路”搭建对外合作新平台

回眸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数字是最好的说明。目前，全省中小企业总量达到206万
户，相当于五年前81万户的2 . 5倍；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两项指标
分别是2012年的1 . 3倍和1 . 2倍；省级“一企一技术”企业破千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达到2205家；销售过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超过230个……山东中小企业砥砺奋进，成为山东
经济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

春风化雨砥砺前行——— 山东中小企业这5年①：发展综述篇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中小企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新发展理
念为统领，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大力发展新经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创造新格局，迈上新阶段，进入新境界。。中小
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完成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占企业总
数的99%以上，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这五年，是创业创新政策春风化雨入土润根的五年，这五年，也
是新旧动能转换新经济萌发的五年，这五年，更是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勠力同心砥砺前行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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