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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21日讯(记者
张跃峰) 9月21日，在市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市财政局副局长任海波
对外通报了聊城统筹各项产业
扶持资金，大力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情况。据了解，为加快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市财政部
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积极筹
集和运作各项产业扶持资金，
致力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
快培育新兴产业，推动重点领
域深度融合，为新旧动能转换
提供内生动力，着力打造聊城
跨越发展新优势。

据介绍，聊城市新旧动能
转换的重点是以重大项目为支
撑，向实体经济聚力发力，做好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战略新兴
产业培育，引导企业以“四新”
促“四化”，通过发展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
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
合化、品牌高端化。主动适应经
济新常态，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聊城积极筹集资金，全力
给予资金保障。大力争取国家
和省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

业培育，做大做强产业集群，传
统特色产业园区和新经济园区
建设。统筹市级各类专项资金，
今年，市财政安排双创资金
2000万元，安排引才引智专项
资金2000万元，安排科技技术
创新平台建设专项资金1000万
元，安排外贸出口专项鼓励资
金1500万元，安排中小企业上
市突出贡献奖励资金7000万
元，对于如何管好用好这些资
金，超前谋划，精心选择，推动
重点领域深度融合，为新旧动
能转换提供内生动力，促进全
市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作用，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经市政府
批准，成立了聊城市城市发展
股权投资基金、聊城市产业发
展基金、聊城市城市建设发展
基金。这三支基金的规模合计
达到240亿元，凭借机制灵活、
成长性强、管理专业等优势，基
金对于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投融
资机制，有效盘活社会存量资
本，增加政府有效供给，化解重
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资
本金不足，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利用PPP
模式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和基础

设施建设，为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强大动力。聊城自去年以来
大力推动PPP项目实施和落
地，截至今年7月中旬，纳入财
政部综合信息平台项目38个，
总投资额423 . 18亿元，其中：
国家级示范项目2个，签约项
目20个。实际开工项目总投资
额77 . 20亿元，这些项目涉及
交通、环保、教育、卫生、水利
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PPP项目的推动和实施将为全
市新旧动能转换创造更加有
利的外部环境，提供强大的动
力。

聊城统筹产业扶持资金，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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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波介绍说，当前，
聊城市已进入全面深化改
革的攻坚期、全面完成脱贫
任务的关键期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改革发
展任务重，资金需求量大，
单靠政府自身财力很难满
足发展需求。根据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围绕全市重
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重
点领域发展任务，按照“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防范风
险、滚动发展”的原则，市财
政局今年以来陆续设立了
几支专项基金，投向全市各
相关的重点领域。

聊城市城市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市财信公司出资
10亿元发起设立母基金，然
后通过分别设立相关功能
子基金的方式吸引社会资

本合计90亿元，采用“母+子
基金”的模式运作，以股权
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有关
重点项目，主要用于城乡基
础设施、棚户区改造、水利、
农村道路等重要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等项目，
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参与项目建设，重点解决项
目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助推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基金投
向主要分为四部分：围绕全
市重点建设项目与金融机
构对接成立基础设施基金；
重点围绕全市优势产业、特
色产业和重点企业，吸引社
会资本出资，开展项目直
投；围绕省政府重点扶持的
十大产业，结合聊城市实际
情况，引导社会资本重点投
向拥有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创业创新企业；重点
围绕聊城市在新三板市场
挂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
其它拟挂牌企业及上市后
备资源库中的企业，甄选优
质项目进行投资。

聊城市产业发展基金。
以市财金公司和山东易华
录投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的6亿元母基金作为首期引
导基金，按照1：9的比例撬动
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成立总
规模不低于60亿元的聊城市
产业发展基金。基金采取
母、子基金结合的设立方
式，先由聊城市财金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与基金管理人
共同发起设立母基金，再根
据具体项目的投融资需要，
陆续设立若干子基金，母基
金通过小比例投资针对项

目成立的子基金，起到引导
项目资金投向的作用，吸引
社会资本出资，推动项目投
资驶入“快车道”。产业发展
基金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制定的新旧动能转换发展
战略，重点投向城乡基础设
施、产业转型升级、信发产
业园区建设、教育提升、扶
贫担保、绿色发展、农业转
型升级等7个领域。

聊城市城市建设发展
基金。东昌府区政府联合市
财金公司共同出资，与葛洲
坝集团合作发起设立规模
为80亿元的“聊城市城市建
设发展基金”，基金投向主
要为以东昌府区为主，兼顾
全市范围的棚户区改造及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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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力支持发展“四
新”促“四化”项目，任海波
介绍说，聊城积极培育“四
新”企业。对新创国家级、省
级、市级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市财政分别给予50万元、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省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在3年内孵化期
内，每成功培育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市财政奖励10万元，
每年最高奖励50万元。

对市评选认定的“一企
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市财
政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5

万元。全面落实“创新券”政
策。鼓励支持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各
类创新创业活动，每年遴选
一批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
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参加山东省创新竞技
行动计划，对入围的企业(团
队)，市财政给予2万元资助；
对入围国家创新创业大赛
的，给予5万元资助；对获得
国家和省奖励的，市财政按
照1：1的比例给予配套支持。

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对符合新旧动能转换政
策、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

亿元、100亿元、300亿元的民
营企业，市财政分别一次性
奖励20万元、50万元、100万
元的奖励。对来聊新设企业
总部、地区总部、结算中心
或智能型总部经济的中国
500强企业，市财政一次性奖
励100万元。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以
铜、铝深加工、轴承、钢管、
纺织、冶金板材、电缆等以
传统特色为主导的产业园
区建设。加快园区内以研
发、检测、信息、物流、融资、
人才培训、技术推广等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发展以“四

新”促“四化”项目，推动传
统特色产业园区实现高端
发展。加强扶持引领，抓好
示范带动，培育发展一批以
大数据、设计创意、软件服
务、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
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
主的新经济园区。发挥财政
资金的引导示范作用，对每
年新增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亿元、300亿元的产业集
群每个奖励50万元、100万元
的奖励。对每年新增主营业
务收入过20亿元的新经济园
区给予30万元的奖励。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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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21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9月20日
上午11时14分，聊城南执勤民警庞
勇通过视频巡逻发现，一辆悬挂鲁
P6666W牌照的黑色奔驰行驶到德
商高速151公里+350米处时，全然不
顾与它并驾齐行的大型罐车行车安
全，突然右拐骑轧高速导流线驶向
匝道。庞勇立即部署警力在收费站
出口对该车实施查处，执勤民警示
意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时，该车缓
慢驶到执勤民警身边突然加速驶离
现场，执勤民警险些被刮倒。

获悉相关情况后，聊城高速交
警支队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立即
调度安排侦查取证，鲁P6666W号牌
系一辆白色保时捷小轿车所持，黑
色奔驰涉嫌使用其它机动车号牌。
在市局合成作战中心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分析研判，民
警最终锁定闯卡车辆所在位置。

21日上午9时30分，聊城高速支
队民警在嘉明工业园盖世物流园内
将涉嫌套牌的闯卡黑色奔驰车扣留，
并在该车后备箱内查获两幅机动车
牌照，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套牌奔驰疯狂闯卡

险撞民警终被查扣

涉嫌套牌的奔驰被查扣。

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启动
以来中国银行阳谷支行积极响
应人民银行及市行号召开展宣
传活动。我行行领导高度重视，
成立领导小组，由分管行长挂
帅，根据要求制订了活动计划
和方案，各网点配备了宣传折
页，LED上都滚动播放宣传口
号，在网点电视和LCD上播放
宣传片，大厅内摆放金融知识
宣传栏。目前活动进行到第三
阶段。

9月19日，阳谷支行活动小

组到阳谷县第三中学进行金融
知识宣传。上午八点三十分宣
传人员在行内集合，身着统一
行服，外穿普惠金融志愿者红
色马夹，到宣传地点阳谷县第
三中学。我们在规定好的位置
安排摊位，整理宣传折页，拉设
宣传条幅。在学生课间操期间，
对过往学生进行宣传，结合当
前社会热点针对学生群体，重
点围绕防范校园“毒贷款”、防
范电信诈骗、维护个人信息安
全、反假知识、防金融诈骗知

识、个人征信知识、个人网银、
手机银行等方面进行宣传，帮
助学生提高风险意识，合理选
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活动现
场，向学生发放大量宣传折页，
内容贴近生活，简单易懂，帮助
学生解决生活中好多金融方面
的问题。

通过本次活动，将进一
步推进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进程，有效提高学生的金融
知识储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
能力。

宣传普及靠大家，金融知识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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