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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块块小小板板簧簧 撬撬动动大大市市场场
定位准、技术新让企业立稳脚跟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李
孟霏 丛子茗) 在威海的中
小微企业中，有一家专门做板
簧的企业不得不提，从行业的

“门外汉”到连续多年被评为北
汽福田、中航黑豹、时风集团等
汽车用户的优秀供应商和产品
质量优胜单位，短短十年时间，
文登区双力板簧有限公司从一
家小公司发展成国内该行业唯
一一家拥有炼钢、轧钢技术的

汽车板簧专业生产厂家和国内
重要的汽车钢板弹簧生产基
地。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企业
技术转型的重要节点，从这一
年起，双力板簧有限公司投资
建立了板簧研究所、汽车板簧
检测中心，引进了CAD设计系
统，根据用户的需要，还提供精
确及时的设计。近两年，通过这
种方式，该公司每年新开发的
板簧产品达200余种，成为主机
厂家开发产品的重要基地。通
过技术攻关，该公司生产的板
簧钢质量目前达到了国际同类
钢质量先进水平。

此外，该公司不断建立更
加广泛的技术合作渠道，除了
同主机厂技术中心、研究院进
行技术合作外，还同哈工大(威
海)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共同
开发少片变刚度板簧，以应对
汽车市场对该板簧的需求。

目前，企业技术开发中心
已被确认为威海市级企业技术
开发中心，2009年，该公司确定
的《煤气炉替代煤窑炉节能技
术改造项目》还获得了中央财
政奖励400余万元。该项目达产
后，可大幅降低能耗，提高出材
率。

“求变是这些年我最看重

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大胆去
做，准没错。”该公司的董事长
周晓军坦言。

编者按：如果说大企业是
市场经济的躯干，那么小微企
业则是一根根血管、一条条神
经、一个个细胞，正是他们，让
整个市场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让跳动的脉搏更加具有感染
力。

本报将从即日起，用文字
记录下威海小微企业的发展过
程，如果你也想有好的企业推
荐，如果你也想参与其中，欢迎
拨打18863177969，互动邮箱：
372714932@qq.com。

全市中小微企业

前7月达1443户

本报9月10日(记者 李孟霏)
1-7月，威海市民营经济运行稳

定。规模以上中小微工业企业共
1443户，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95 . 25%；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
业共1052户，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69 . 44%。

此外，规模以上中小微工业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37 . 62亿
元、利润163 . 33亿元、利税232 . 97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10 . 12%、8 . 18%和
9 . 50%；各项指标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70 . 25%、
66 . 05%和66 . 56%。

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2603 . 41亿元、利润
171 . 05亿元、利税247 . 19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7 . 74%、12 . 78%和10 . 37%；
各项指标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 6 9 . 3 4 % 、6 9 . 1 8 % 和
70 . 62%。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包含工商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14万户，
注册资金1238 . 03亿元，实交税金
52 . 9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7 . 45%、
37%和19%；其中私营企业3 . 49万
户，注册资金1147 . 36亿元，实交税
金 4 7 . 5 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0 . 31%、33 . 93%和23 . 98%。

近日，省中小企业局公布了
第七批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和第五批省级“一企一技术”创
新企业认定名单，威海百合生物
研发中心等6家研发中心和山东
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
创新企业入选。截止目前，我市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达到28

家，“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达26

家。

114444家家企企业业上上榜榜
““重重信信用用””名名单单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李
孟霏) 日前，山东省工商局公
布了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名单。其中，威海市144家企业
成功获得公示，取得此荣誉。

根据《山东省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公示办法》，山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决定，向社会公示
2 0 1 2 - 2 0 1 3年度“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共3737户，旨在推进企
业的守法经营，加强企业的管
理。

威海兴海船厂、威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金马
笔业有限公司等威海144家企
业上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公示名单。

乳山市国税

开通导税服务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丛子
茗 通讯员 冯洁) 近日，乳山
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开通导税服
务，通过设置导税服务台、安排工
作人员开展导税服务等举措，提
高办税服务厅的工作效率。

乳山国税的办税服务厅内设
置的导税台，由大厅工作人员轮
流值班。同时，安排当日值班局长
和各科科长轮流导税，主动为纳
税人提供指引办理各项涉税事
项、辅导填报涉税资料、解答业务
咨询等服务，为纳税人排忧解难。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王
帅) 日前，威海高效节能电机
产业基地和南海新型节能建材
产业基地被评为山东省节能环
保产业基地，占全省公布总数
的三分之一。

威海高效节能电机产业基
地依托文登、荣成、乳山三个高
效电机集聚区，发展高效节能
电机及其配套产业，将威海培
育成为产业优势突出、区域特
色鲜明、示范效应明显、创新能

力较强、产业链条完善的节能
环保产业基地，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打造为国内一流的高
效电机生产基地。

依托蓝岛新型建材、华腾
陶瓷等产业龙头企业，南海新

型节能建材产业基地加大技
术研发及招商力度，发展新型
建筑材料、新型玄武岩等建材
产业，形成龙头带动力强、产
业配套完整的节能环保产业
基地。

两两处处省省级级节节能能环环保保产产业业基基地地获获批批

食食药药监监管管系系统统

举举办办安安全全用用药药月月活活动动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王帅 通
讯员 崔鹏涛) 10日，文登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开启安全用药月活
动。9月份，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将举办2014年全市安全用药月活
动，包括“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安
全用药看企业”、“药品检测机构开放
日”等。

“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活动中，
“药品安全知识进农村”、“药品安全知
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将组织相
关专家深入农村、社区、学校级机关，
使他们了解药品安全的基本常识，学
到如何辨别假劣药品及正确服用药
品、保存药品的方法等；“家庭过期药
品回收公益宣传”则以全市已确定的
31个过期药品回收定点药店为活动
现场，利用药学志愿者服务、药学咨询

等，采取赠送纪念品、发放用药安全知
识手册等形式，加大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工作宣传力度，使市民了解合理配
备家庭用药和科学储存药品的方法；
该活动还包括“药品安全知识‘电影下
乡’公益宣传”。

“坚守诚信的力量”主题宣传活动
中，食药监管部门将举办药品行业“老
味道、老故事、老品牌——— 坚守诚信的
力量”主题宣传活动。“安全用药看企
业”将组织媒体到威海市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了解药品企业生产管理与流通
状况及监管部门如何有效监管。“药品
检测机构开放日”则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媒体记者、学校师生、消费者
代表走进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近距离
观摩药品检验流程，了解药品检测机
构现状。

小小黄黄帽帽
保保安安全全

9月10日上午，经区新都小学举行“安全出行、健康成长”交通安
全“小黄帽”捐赠仪式，泰浩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新都小学学生捐助了
1500顶小黄帽。当日，学校聘请凤林派出所副所长肖思泳为法制副
校长，定期为孩子讲解安全课程。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董昭红 摄影报道

立秋以来，乳山消防安保大
队派出2个检查组重点对市区
及银滩旅游度假区设有城市远
程监控系统的10余家人员密集
场所进行隐患排查。

黄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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