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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新引擎 撬动新动能

山山东东进进入入““双双创创周周””时时间间

“育出新动能”系列报道(二)：“双创”引擎撬动

本报济南10月9日讯(记者
朱贵银) 9日上午，山东省

中小企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以下简称双创)活动周
启动，本次启动仪式由山东省
中小企业局和济南市中小企
业发展办公室共同主办，活动
周从10月9日至15日，在全省
17地市举行，目前在山东，“双
创”新引擎撬动效应正逐步显
现，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
创新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17市联动
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双创周”活动已经在我
国“双创”的大背景下举办了
四届。“双创周”活动自2015年
举办以来，主题不断演变，从

最初的“汇聚发展新动能”，升
级为“培育新动能”，到去年的

“壮大新动能”，再到今年的
“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双
创周3年主题的变化，体现了
创新创业导向和“双创”发展
的路径之变。

为期一周的“双创活动
周”，山东省17市将结合本地
区产业结构和中小企业发展
需求，组织开展创新论坛、创
业大讲堂、创业沙龙，以及创
业创新大赛、展览展示等活
动，挖掘优秀项目，树立典型
人物，积聚大众人气，展示“双
创”活动成果,进一步营造创业
兴业社会氛围，激发创业创新
活力，加快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步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增
添新动力。活动周期间山东省

将在智能制造、高端装备业制
造、生物医药、智慧交通等方
面的创新成果进行交流与展
示，还将邀请知名投资人、行
业专家、企业家、企业技术团
队负责人等，针对首轮投资、
创业投资、创新创业与企业融
投资、双创平台升级等方面，
进行主题演讲和对话交流，营
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功能型创新平台
将聚焦新材料等领域

推进“双创”是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
撑，是深入推进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途径。山东省推
进“双创”，强化基础设施与服
务平台的服务功能是非常关

键的一步。目前，山东正在加
快建设功能型创新平台，聚焦
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等领域。

“围绕专项技术的研发与
转化，山东还积极引导和支持
科研机构、企业等向社会开放
创新资源，从而降低整个社会
的创新成本。”山东省中小企
业局局长王兆春说，为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山东省充
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契机，深
化 “放管服”改革，聚焦人才
发展、成果转化等关键问题，
探索建立符合“双创”规律的
管理制度、人才制度和成果转
化制度。“目前，全省培育国
家、省、市小微企业双创示范
基地646家，其中国家级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11家，

省级创业示范基地300家，先
后有108家基地获得财政扶持
1 . 61亿元。全省中小企业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12家，占
全省的51 . 40%,省级“一企一
技术”创新企业达到2232家，
平均每个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13项。培育“隐形冠军”企业
198家，入库企业314家。培育
瞪羚企业 1 0 0家，财政扶持
2450万元。”

启动仪式后政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涛为来自全
省各地的企业家及相关财务人
员做了最新的双创税收优惠、
政府扶持政策的解读，指导和
帮助企业了解重点扶持、补贴
项目，引导中小企业用好、用足
政府的扶持政策，从而助力企
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召旭

2015年以来，山东省中小
企业局在全省开展扫盲式电商
知识普及，互联网思维已经悄
然植入了山东中小企业血脉。
现如今已经延伸到乡村的互联
网+激活了农村市场，为地方特
色农产品的发展找准了销售定
位和出路，为农产品销售打开
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滨
州，首次触网的阳信鸭梨3天时
间卖出10万余斤，触网更早的
沾化冬枣线上销售更是占到了
当地冬枣总产量的70%。

阳信鸭梨首次触网
3天时间卖出10万斤

“才3天时间，就有数十家
电商企业相中了阳信鸭梨和
深加工产品，光是鸭梨和彩梨
就卖出了10余万斤。”今年9月
23日，我国迎来了首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就在同一天，在滨州
阳信，中国滨州首届阳信鸭梨
电商节也圆满落下帷幕，电商
节3天时间里，首次触网的阳
信鸭梨斩获颇丰。

阳信鸭梨皮薄肉细、核小
无渣，素有“人间仙果”、“天生

甘露”之美誉。数据显示，“阳
信鸭梨”品牌价值26 . 6亿元列
全国梨系列第一位。阳信现有
鸭梨种植面积10万亩，年产优
质鸭梨20万吨，出口欧美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阳信鸭梨
虽屡获殊荣，但长期以来销售
方式单一、品牌意识不强，产业
价值一直没能得到深入的挖
掘。”阳信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荩一表示，之所以举办首次鸭
梨电商节，其目的就是搭建一
个招商引智的平台，使阳信鸭
梨品牌和电商产业，成为阳信
县乡村振兴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电商节启动仪式上，阳
信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正式
揭牌，并授予阳信汉初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鸿安集团
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为阳信
县2018年十大电商优秀企业。
同时，发布了“阳信鸭梨”区域
公用品牌，并确定了首批区域
公用品牌供货商。会上，还与
山东嗨乐购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山东隆鹏商贸有限公司安
徽大运亨通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大国慧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电商平
台签定合作协议，签约百世汇
通为阳信鸭梨专属物流服务
商等助力“阳信鸭梨”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据承办此次阳信鸭梨电

商节的山东途瀚电子商务有
限总经理高爱红介绍，阳信县
种植鸭梨的总面积达到20万
亩，年产量约2亿公斤,目前，阳
信金阳办事处和北香坊村都
相继成立了电商产业园，免费
为果农提供电商平台，实现线
上线下联动销售，实现梨农的
多元化增收。

刘荩一介绍，近年来，阳

信县抢抓“互联网+”机遇，坚
持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和脱贫攻坚的主抓
手，积极引导，强力推进，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年上半
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23 . 2
亿元、增幅32%，农村电子商务
网络零售交易额5900万元、增
幅33 . 3%。

电商省去中间环节
沾化冬枣七成线上销售

就在阳信鸭梨电商节结
束后不久，9月30日，中国滨州
第三届沾化冬枣电商节如期
举行。下洼镇，是沾化冬枣的
发源地和主产区。“我们下洼
镇有10万亩耕地，其中9 . 8万
亩都是冬枣田。”下洼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张国栋介绍，电
商、微商等线上销售新模式的
出现给冬枣销售模式的转变
带来了新机遇，为此下洼镇专
门成立了电商党支部，依托沾
化冬枣大数据和境内顺丰、京
东、中通等60余家大型物流公
司在镇区设立网点的优势，鼓
励年轻人开网店售枣。

不仅是网销巨头，各家的
枣园子在冬枣下市的时候，也

开始利用微店、朋友圈等，向全
国各地售卖冬枣。下洼陈先生
自家有冬枣园，儿子在外面务
工，每到冬枣丰收季节，就从微
信朋友圈里售卖冬枣，每天能
卖出一两百斤。张国栋介绍，先
前，“电子商务”对于沾化的农
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而如今已成为当地的热词。

现如今，下洼镇正在申报
省“电商小镇”。“我们沾化冬
枣种植面积有50万亩，根据我
们的测算，今年冬枣线上销售
能占到总产量的70%，在2016
年，这个数字还是25%，正是电
子商务的崛起，改变了冬枣原
有的销售模式。”沾化区副区
长苏洪德介绍，近年来，沾化大
力推广“互联网+冬枣”新发展
模式，把冬枣产业作为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不断
壮大集生产、销售、研发、储藏、
物流、加工和旅游于一体的产
业集群，带动了广大枣农发家
致富。不断加强与京东、淘宝、
苏宁等大型电商平台的合作关
系，加大与新合作、沃尔玛等全
国300余家大型商超的稳定供
货关系，网络销售日益成为沾
化冬枣营销的主渠道，全面开
启了沾化冬枣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的新局面。

电子商务进村打破传统农销思维

互互联联网网++为为农农产产品品销销售售插插上上““金金翅翅膀膀””

本报济南10月9日讯(记者
谢丽聃 邢振宇) 一年一

度的创业者年度大餐启幕。9
日，2018山东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山
东双创周”)在济南启动。本
届“山东双创周”将持续到10
月15日，采用“1+N”的方式在
全省各地市举办高峰论坛、
主题培训、齐鲁创客节、双创
高端峰会、创业路演等专题
活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的先手棋。”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
文跃介绍说，今年“双创周”以

“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拓展创新创业领域、提升创新
创业层次、激发创新创业动力
为目标，以高峰论坛、文化传
播、双创路演等活动为载体，
打造新时代创新创业者碰撞

思想、交流成果、展示风采的
重要平台。

山东“双创周”主会场活
动除了启动仪式外，还将举
办新旧动能转换院士高峰论
坛、齐鲁创客节——— 圆桌分
享沙龙、互联网创新——— 走
进个性化定制高峰论坛、大
学生创新创业专题讲座、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
等活动。其中，在10月9日上
午举办的新旧动能转换院士
高峰论坛上，邀请了4位知名

院士，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代海洋等“十强”产业，从
产业发展、产业提升等方面
分享创新观点，探讨发展趋
势，助推山东新旧动能加快
转换。

下午“齐鲁创客节———
圆桌分享沙龙”举行，知名投
资、工商、财税、知识产权专
家，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创业
投资、商事改革、企业管理，
从创业环境提升、商业模式
等方面分享创新观点，探讨

发展趋势，助推山东新旧动
能加快转换。

据了解，本届“双创周”
采用“1+N”的方式在全省各
地市举办高峰论坛、主题培
训、齐鲁创客节、双创高端峰
会、创业路演等专题活动。以
活动为载体，打造新时代创
新创业者交流平台，推动形
成全方位创新服务体系，鼓
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
业，营造助力高质量发展的
浓厚社会氛围。

创创业业者者的的年年度度大大餐餐来来啦啦！！
山东“双创周”持续至15日，全省各地将举办丰富的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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