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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1日，“2020高端
鲁酒战略发展高峰论坛暨收藏鉴
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济南召开。
在论坛上，八家鲁酒领军企业负
责人就过去一年来企业的运营情
况和高端产品战略作出了精彩论
述，展示了鲁酒逐渐形成高端化
集群的实力，并为鲁酒企业的高
端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创变
和新途径。

作为“高端鲁酒战略发展联
盟”2020年轮值主席，泰山酒业集
团董事长张铭新在讲话中阐述并
分享了2020年泰山高端产品的战
略路径和发展经验。张铭新认为，
目前高端鲁酒的发展已渐入佳境，
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面对全
国名酒纷纷加码山东市场的竞争
形势，鲁酒企业应当沉着应对，敢
于亮剑，勇于创新，围绕提升香型
塑造能力、激活文化资源、打造高
能产品、保持战略定力四个方面做
好工作，充分展现鲁酒的文化自
信、品牌自信和营销自信。

花冠集团董事长刘念波发表
了主题为“高端鲁酒发展的探索
与实践”的讲话。他表示，随着白

酒行业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
速，对于区域酒企来说是挑战不
绝，机遇不断。“高端鲁酒战略发
展联盟”以次高端为突破口，通过
品类创新的差异化竞争，集体切
入高端鲁酒攻坚战，用三年的时
间塑造了当前高端鲁酒群芳争艳
的喜人局面，及时扭转鲁酒格局，
在鲁酒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
碑意义。

作为新当选的高端鲁酒战略
发展联盟2021年轮值主席，山东青
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汲英民就北派酱香做了分享。目
前，酱香热已经从南到北席卷全
国，形成了消费潮流。汲英民表示，
在酱香酒生产这个大氛围当中，云
门重点打造北方酱香品牌，体现青
州产区的价值，不仅要树立云门酱
酒的价值和品牌标杆，而且还要积
极的走出去，在全国市场拓展更大
的发展空间。

此外，景芝、兰陵、国井、趵突
泉、古贝春等鲁酒骨干企业负责
人，也就行业发展及企业未来提
出了自身见解。

鲁酒领军企业发声，共谋高端发展
2020高端鲁酒战略发展高峰论坛暨收藏鉴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为了规范白酒的收藏、管
理以及给收藏者之间的交流
提供平台，在2020高端鲁酒战
略发展高峰论坛上，山东省白
酒协会蒋彬秘书长宣读了《关
于成立山东省白酒协会收藏
鉴定委员会的决定》，宣告了
山东省白酒收藏鉴定委员会
正式成立，委员会将由社会收
藏名家和鲁酒骨干企业组成。

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
之邦”，白酒文化传承千年，是
当之无愧的酒业流通消费大
省，也是白酒收藏的热门地
区。山东省白酒收藏鉴定委员
会的成立，会使白酒"藏"与“鉴
"，更加规范有序地成长，让山
东老酒收藏事业持续升温，助
推山东老酒市场经济的再现
辉煌。

对消费者而言，老酒收藏

是酒类消费的一种高级品味
形式。可以说，每一次老酒收
藏和消费的行为，都是对酒质
和文化的深度体验，分享老
酒、名酒，更具仪式感和故事
性，趣味性。未来的老酒收藏
还将出现新的阶段，更多的消
费者会去品味老酒更加香醇
的感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
视老酒收藏为大众化投资项
目。

山东省白酒收藏鉴定委
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白酒
收藏鉴定工作一个崭新的开
始，在团结引导更多的藏友和
厂家携手同行，把山东老酒收
藏鉴定亊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白酒收藏与鉴定也将会深度
挖掘和传承博大精深的齐鲁
酒文化，传递的行业正能量，
体现酒类产品的核心价值。

山东省白酒收藏鉴定委员会成立

相关链接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记者
白新鑫) 2021年1月12日，为贯
彻落实《工信部关于工业大数据
发展的指导意见》《山东省推进工
业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
2022年)》部署要求，全面激发工
业数据市场活力，山东工业大数
据交易平台上线试运行。

山东工业大数据交易平台的
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山东省工业
领域有了权威性、专业化的阳光
工业大数据交易平台，将有力推
动山东省乃至全国工业领域数

据高效、有序流通，为全面打造
数据流通生态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
强大赋能。

山东工业大数据交易平台由
山东数据交易公司开发建设，植
根山东工业大数据土壤，将重点
围绕三个方面开展服务。一是立
足山东，面向全国，聚焦能源、化
工、冶金、制造等我省特色工业产
业；二是深入贯彻山东省关于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实施意见
等文件精神，探索实行“先登记后

流通”模式，推行数据(产品)登记
制度，保证数据来源可溯、可查；
三是平台不仅设置传统“产品超
市”、“数据供需”功能，更引入了

“解决方案”、“生态合作”，架起工
业数据服务商与工业用户的合作
桥梁。

下一步，山东工业大数据交
易平台将结合试运行情况，不断
完善相关功能，着力打造工业大
数据应用场景供应库、需求库，进
一步激活工业大数据资源的要素
潜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山东工业大数据交易平台上线试运行

联合重组后，山东能源集
团的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近日，记者从山东能源
集团了解到，截至2020年12月
31日，该集团化工产品年总产
量超过1500万吨，甲醇协同产
销量位居国内第一，在受疫情
等多种不利影响下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年度总产量创出历
史新高。

亮眼成绩单的取得离不
开山东能源集团化工人的忠
诚与担当、智慧与汗水，更离
不开山东能源集团联合重组
后的整合效应和大力实施管
理、市场、资源、人员、产业、区
域“六大协同”效应。

2020年10月中旬，兖矿鲁
南化工高端化工园区内，4万
吨聚甲醛装置正在满负荷生
产，所用的原料就是枣矿集团
滨湖煤矿的高硫煤。因煤炭含

硫高，滨湖煤矿一度为市场销
路犯愁，现在却成为鲁南化工

“营养丰富”的原料。每年20万
吨的高硫煤，在鲁南化工转化
为被业内称为“赛钢”的高端
新材料“聚甲醛”，产品附加值
翻了4倍。

兖矿集团和山东能源集
团联合重组实现技术与产能
的强强联合，形成了生产流程
中的协同效应，滨湖煤矿高硫
煤从销路难到“不愁嫁”只是
该集团板块协同、优势互补的
缩影之一。

“下步，山东能源集团将
全面优化提升化工产业产品
价值链，打造省内高端化工新
材料深加工基地，培育壮大省
外化工原料生产基地，做到1+
1>2的倍数效应、乘数效应、几
何效应。”山东能源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希勇说。

历史新高！

山东能源集团化工产品
年总产量逾1500万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白新鑫
通讯员 范兴驰 王磊 曹士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朱贵银

仲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山东
仲裁机构共办理仲裁案件20136
件，标的额322 . 5亿元。为提升仲
裁机构发展活力，促进仲裁事业
健康发展，近日，山东省发展改
革委出台文件，对我省仲裁收费
政策实施重大改革。

一是降低部分仲裁案件
受理费标准，标的额5万元-10
万元部分由按争议金额的
3 . 5%计收降为按3%计收，5万
元-10万元部分由按2 . 5%计收
降为按2%计收，切实减轻企业
和群众仲裁费用负担，激励当

事人更多运用仲裁手段解决
法律纠纷，更好发挥仲裁在司
法维权中的积极作用。

二是顺应仲裁发展新趋
势，对互联网仲裁、交通事故
赔偿仲裁等新型仲裁案件，允
许仲裁机构根据案件打包数
量、难易程度等，在普通仲裁
案件收费标准幅度内自行确
定受理费标准；国家没有规定
仲裁案件处理费具体收费标
准的，由仲裁机构按照合理的
实际支出收取。通过实施更加
灵活的收费机制，有效破解制
约新型仲裁案件受理、处置的
制度障碍，充分反映仲裁案件
处理中的实际支出差异，发挥
政府收费政策对仲裁事业发
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山东省改革仲裁收费政策
促进仲裁事业创新发展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侯婷 崔浩
杰) 近日，在济南的山东省体育
中心鲁能泰山广场，新落成的山
东综合能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从此，全省综合能源服务有了“大
客厅”，这是国内第一家集展示体
验、业务服务、科普培训于一体的
能源服务中心。

山东综合能源服务中心面积
达2600平方米，包括序章引领厅、
业务服务厅、发展体验厅三大部
分，是国网山东电力服务政府、能
源商、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互动
共享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打造
全省综合能源服务生态圈的重要
载体。

其中山东综合能源服务中心
的业务服务厅，是国内首个全功
能综合能源业务服务厅，包括业
务自助体验区、线上体验区、业务
办理区、办公区、休息区，服务类
型涵盖水电气热、新能源等多个
领域，凡有能源需求的客户都可
以来这里“寻找答案”。

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发展体
验厅包括能源战略、能源供给、电
网发展、能效服务、能源互联五大

板块。其中，能源供给版块集中对
核能、太阳能、风能、氢能4种典型
清洁能源的技术特点和利用方式
进行了科普展示，目的是向全社
会普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有
关知识与应用前景，促进清洁能
源发展。

清洁能源的消纳离不开坚强
智能电网的有力支撑，山东协调
发展的各级电网，为各类能源和
用电设施的灵活接入提供了坚强
智能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国网山
东电力还积极推动“供电服务”向

“供电+能效服务”延伸拓展。

目前，山东综合能源服务
中心提供的能效服务，主要包
括电能替代、综合能源服务、需
求响应三大类。为了让客户更
直观地了解“供电+能效服务”
的内涵，增强身临其境的体验
感，在能效服务版块，他们以互
动棋子沙盘这种新颖的趣玩形
式，模拟不同场景和仿真案例，
帮助客户切身感受全要素的能
源和能效服务。并以一个工业
用户的仿真案例进行演示、互
动，让客户体验到“带着问题
来，拿着方案走”。

山东综合能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集展示体验、业务服务、科普培训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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