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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吴浩 张玉岩 张阿凤 王赟

盛产学霸的山东
是自主培养人才的沃土

人才关乎着区域经济的发
展，如何把人才引进来且发挥
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
在连线嘉宾那里同样得到了认
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明珠，曾在多个场合表
达人才的重要性，本次大会上，董
明珠表示，创新发展也不单纯是
做了一个产品，而是人才培养与
人才聚集。多年以来，格力一直坚
持自主培养人才的理念，“人才是
培养出来的，不是挖来的。”她认
为，国内出来的大学生还是比较
优秀的，格力也更愿意培养中国
大学生。

通过培养获取人才，无疑需
要时间成本，也无法起到立竿见
影的效果，但这种方式深受企业
家们青睐，除了董明珠，还有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
事长郭平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据悉，山东一直坚持要把科
技创新摆在全局发展的核心位
置，着力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创新高地，创新也正在成为山东
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郭平介绍，华为积极响应人
才兴鲁的创新战略，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我们与山东大学软件学
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合
作开展了网络基地18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最近三年培养的ICG技术
方面人才，面向未来，华为将充分
发挥在5G、人工智能、计算等领
域的优势，为山东的数字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

北京粉丝时代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粉丝网）CEO刘超也表
示，作为盛产学霸的山东，有着
良好的人才基础，只不过一部分
人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能力，他们
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与培养。刘
超说，北京粉丝时代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正准备在山东建设山东
省网红电商直播基地，培养一批
专业网红，以适应目前社会的潮
流。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数字经济的根基

经历这次新冠疫情，对于企
业和企业家来说，将会经历一次
新的变革。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在前期多次采访中发现，数字
经济成为一众企业家无法绕过的
话题。

大会期间，郭平给山东的其
中一个建议便是：加快新基础设
施的建设，打造数字经济的黑土
地。

据悉，山东新基建的建设开
展得如火如荼，今年峰会设立了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基
础的项目321个，这意味着，山东
在新基建的建设方面，将增添更
多的助力。

郭平说，近来，华为与山东省
各级政府积极合作，联合开发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
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华为积极参与山东省政府的一个
平台一个号、一张网络一朵云的
建设，为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中
心和云计算服务平台在行业的数
字转化方面，开发各种生态的工
业互联网联合创新平台，推动新
兴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数据显示，在产业生态方面，
目前，华为已经有了1100多家生
态合作伙伴。

随着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不
断发力，泛海投资董事总经理王
忠为说，未来山东可以充分发挥
传统的工业基础优势，在5G、云
计算、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大消
费、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抓
住机遇，不断推陈出新、升级换
代、脚踏实地、转换思维，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的步伐。

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拉伸未来投资想象

在今年的大会现场，诸多企
业家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山东的
营商环境明显提升，走在全国前
列，未来希望与山东有深度的交
流。

作为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以
高科技和深管理为核心的初创企
业，上海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多个重要客
户 均 在 山
东 ，如 兖
矿集团、
山钢集
团 、永 锋
集 团 都 。该 公
司CEO、创始合伙人
傅源介绍，上述客户都
是通过公开、公平、透明
的市场竞争获得的；项目进
行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配
合，并取得了
非 常 好 的 成
果。“山东整体
的营商环境是
不错的，山东
的文化底蕴，
为公司在山东的经营业务带来很
大的优势。”

王忠为表示，山东是儒家
文化的发源地，“好客多礼”体
现在山东经济社会运行的各个
方面，也包括山东的营商环境。
同时，山东的工业经济门类相
对齐全，民营经济也比较活跃，
2 0 1 9年底全国工商联发布了
《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
报告》，山东省是全国前6强，也
充分体现了山东对民营经济的
重视。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工
业基础、民营经济构成了山东
营商环境的独特优势。

“我们非常看好山东。”这句
话来自华侨城总经理姚军先生。
他说，山东省委省政府主导和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他非常看
好山东这片热土。据悉，目前华侨
城集团已经在山东的济南、青岛、
烟台、济宁、临沂等城市积极地参
与大型投资建设项目。

工业体系门类多
构建工业互联网有优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
理发现，浪潮集团未来将在“平
台+生态”建设方面发力，以此来
聚集中小企业服务资源要素，携
手合作伙伴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圈。从多个情景可以预判，疫情
过后，“平台+生态”的热度会只
增不减。其中作为坐拥两家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山东，也意味着未
来将释放出更大的活力。

那么，山东构建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优势在哪儿？
傅源表示，资源配置是工业

互联网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山东
是工业大省，不仅工业体系门类
多，大企业和龙头企业尤其多，这
些都是应用工业互联网的基础所
在。

他提出，山东作为制造业大
省，本身有比较好的数据禀赋，值
得深挖数据价值，降本增效。“对
比各个省市，山东从事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的人特别多。这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山东推进工业互联
网具有文化和人才优势。”他也认
为，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真
正困难在于如何通过技术去创造
价值。“上海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可以通过精益咨询、转型咨询，
去帮助企业发现价值、挖掘价
值。”尤其是公司擅长帮助企业提
高质量、效率，降低能耗和成本，
并帮助企业培养现代化的管理人
才。

据悉，上海优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还能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
等技术，帮助企业将具体的管理
思路固化下来，帮助企业更加有
效地实现持续改进。工业互联网
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它被
喻为“互联网下半场”，是新基建
的核心要素，也是新旧动能转换
的主引擎。

营商环境提升 山东成投资热土
人才、数字经济、文化底蕴等成为明星企业家们口中的高频词

共叙儒风乡情 共商发展大计
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在济举行

本报济南6月30日讯（大众报
业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6月
30日上午，省委、省政府在济南举
行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业家
创新发展国际峰会。大会以“抢抓
新机遇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来
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海
内外优秀企业家、创新创业者、知
名人士等云端相聚、线上交流，共
叙儒风乡情，共商发展大计，助力
山东高质量发展。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会议并
与嘉宾视频连线，省委副书记、代

省长李干杰致辞，省委副书记杨
东奇主持。

刘家义与香港世茂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荣茂、澳门新栢嘉（横
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毅
在线交流，欢迎包括港澳在内的
海内外企业家到山东投资兴业，
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许荣茂、马志
毅表达了深化港澳与山东合作的
强烈愿望，期待双方合作结出更
多硕果。

李干杰在致辞时说，2018年
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届儒商

大会、两届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
国际峰会，今天这次大会必将再
次汇聚起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的
蓬勃力量。我们正全力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坚决守住疫情不
反弹的底线，着力扩消费、强投
资、稳外资外贸，加快投资的机遇
前所未有。我们正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全力服务和融入国家战
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建设，共建平台的机遇前所未

有。我们正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更
加强调求真务实、更加强调依法行
政、更加强调高效便捷，着力打造
良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市场生
态、自然生态，深度合作的机遇前
所未有。

为支持湖北黄冈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本次大会专门安
排了黄冈线上推介活动。

会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
董事长郭平，上海兆芯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峻，华侨城集
团总经理姚军进行了连线致辞。

本次大会突出“云”招商，主
会场设在济南，在16市设分会场，
分别举行了项目推介和签约仪
式。大会还举行了省商务厅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线
上推介会、团省委组织青年企业
家线上洽谈等活动。

省领导孙立成、王清宪、刘
强、任爱荣，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省内知名企业家
代表等在济南主会场参加活动。

今年的大会围绕重点合作项目邀请相关产业领域的嘉宾参会。其中包括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郭平等。从名单可以看
出，这些企业涉及电器、装备制造业、IT、金融投资等行业，这里面不乏“十强”产业领域嘉宾、行业
领军企业嘉宾以及中国500强企业嘉宾，分量之重，自不待言。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