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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企企业业家家峰峰会会聚聚焦焦新新常常态态
来自省内的300多位企业家共话转型发展

本报济南10月27日讯（记者
张頔） 10月27日上午，齐鲁

晚报企业家联盟成立、首届齐鲁
企业家峰会暨“全国都市报山东
企业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大
众传媒大厦学术报告厅举行。
300多位来自山东各地各行业的
企业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常
态下的企业发展新思路。

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新常
态 新思路 新发展”。来自兖
矿集团、西王集团、卓创资讯、
华土集团等四家企业的负责人
发表演讲，分享了各自应对新
常态的新思路。华土集团董事
长张强，作为企业家代表第一
个上台发言。他说：“经济形势
没有对与错，只有选择，是选择
主动面对还是被动接受。”他认
为新常态下，企业家必须“拥抱
变化，升级思维”。以华土为例，
华土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并不景
气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迅速
稳定发展，和内部创新改革及
外部资源整合息息相关。

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教授陈玉宇，以“新常态
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为主题发
表主旨演讲。陈玉宇认为，在经
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企业
必须通过技术进步、设备升级、
开拓新市场等方式来适应新常

态，成功实现转型发展。
本次峰会通过齐鲁晚报网、

齐鲁壹点APP、齐鲁晚报官微进
行现场直播，会场大屏幕实时播
放会场情况，场外观众在壹点情
报站与场内进行互动。

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
我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变革。
全省经济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
时，一大批山东企业在转方式、
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等方面
做了许多探索和贡献。为更好地

让外界了解山东经济，齐鲁晚报
发起的“全国都市报山东企业
行”活动也在27日启动，来自全
国各地的15家省级主流都市报
记者，接下来将对山东企业进行
深入采访。

““新新常常态态很很残残酷酷，，但但也也是是必必修修课课””
峰会激荡头脑风暴，商界大佬互相取经

李永红：

我省主要经济指标

仍在合理区间

在27日举行的首届齐鲁企
业家峰会上，山东省发改委新闻
发言人、区域办副主任李永红，
向来自全省的企业家和媒体记
者介绍了我省经济运行情况的
新亮点。李永红说，今年以来，山
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
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主要
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前三季
度，全省GDP增长8 . 7%，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6%，公共财政收入
增长9 . 5%。

山东产业体系完备，产业转
型升级增创新优势。三次产业比
例由2010年的9 . 1:54 . 3:36 . 6调
整为8 . 7:50 . 1:41 . 2。我省顺应全
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产业发
展插上“科技的翅膀”。以高端高
质高效为方向，努力实现“四提四
降”，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
一、二产业比重。

我省历来高度重视重大生产
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
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4400
公里和5000公里，港口年吞吐量
11 . 8亿吨，发电装机7700万千
瓦。我省编制了综合交通网中长
期发展规划，争取国家批复了快
速铁路网规划，济青高铁、青烟威
荣城际等一大批重点铁路项目加
快推进。

我省区位优越，北承京津冀
都市圈，南接长三角经济区，东临
浩瀚的黄渤海，西连辽阔的中原
腹地，是全国新一轮区域发展战
略布局的重要地区。

李永红说，我省依托青岛、烟
台、威海、日照等沿海港口城市和
内陆重要节点城市，积极打造“丝
绸之路经济带东方桥头堡”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交
汇枢纽”；探索建设中日韩地方经
济合作示范区，为我国全面发展与
日韩经贸关系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推进与京津冀地区协作联动，建设
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此外，加快实施重点区域带
动战略，推动各区域协调发展。
我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分别
上升为国家战略。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全面启动青岛西海岸新
区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探索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
有机统一的发展新模式；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做大做强省会济
南，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西部
经济隆起带，发挥各地优势特
色，打造若干竞相发展、富有生
机、加快隆起的邻边高地。

本报记者 孟敏

谈形势 残酷不容回避，机遇不能放过
“我们开过很多次董事会讨

论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化，说实
话，确实很残酷。”谈及企业圈热
议的“新常态”，西王集团副总裁
王红雨说，许多企业在这一波调
整中没能抗住，资金链断裂的、
跑路的甚至变卖资产的非常多，
但从国家调控角度以及整个经
济长远健康运行的角度去看，新
常态也是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
淘汰一些过剩产能。“大浪淘沙，

有能力的企业还是会生存下来，
没能力只能淘汰，因此我们积极
应对，心理上觉得是正常的，是
企业的必修课，早晚得有这个过
程。”

而在陷入深度调整的煤炭
行业，形势的残酷性更加直接。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持
续低迷、煤炭市场价格持续下
滑，煤炭企业亏损面在70%以
上，可以说异常严峻。”兖矿集

团纪委书记林海波表示，煤炭
行业十年“黄金期”已经结束，
煤炭需求增速大幅放缓将成
为煤炭行业的新常态。“未来
一个时期，随着国家加大生态
环境治理力度，传统的、粗放
的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面临
挑战，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
用，绿色开采，保护和改善矿
区生态环境，将成为煤炭行业
的重点发展方向。”

谈应对 改革和科技双驱动成共识
“应对新常态，我们选择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林海波表示，
针对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问题，
兖矿对总部机关实施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总部机构、在岗
人员、处级管理人员分别减少
40%。同时推进资源整合，由本
部煤矿对外部煤矿进行托管，
促进本部人员有序向外流动。
此外，还制定交流轮岗、薪酬分
配等6个管理办法，实行聘任制、
任期制、契约化管理。通过深度
瘦身，累计清理各类用工1 . 29万
人，减少处级机构19个，处级管
理人员125人。

西王集团则在科技驱动方
面颇有建树。

据王红雨介绍，钢铁行业
本来是产能严重过剩、几乎陷
入全行业亏损的尴尬行业，而
西王旗下的钢铁板块则避开了
大众化的产品，选择了特钢。并
且与北京科技大学、国内最权
威的轴承研发机构洛轴所，以
及国家钢铁研究总院、中科院
等国内高端科研院所展开合
作，着力研发高端优特钢新产
品，避免了争夺激烈的红海，大
大增加了产品附加值。

“山东是传统制造行业的

集中地，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
的压力也非常大，这其中关键
的突破口就是科技的创新驱
动。”在省政协委员、省自主创
新促进中心主任李新峰看来，
企业应对新常态首先要调整
思维，“企业要有主动意识找
市场、找机会，其实山东各高
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都有大量
科研成果等待转化，可能一项
技术就可以解决困扰企业多
年的生产研发问题，尤其是传
统制造类企业，一定要摒弃单
纯拼规模的思维，回归到科技
驱动的本位。”

谈机遇 现在审批不用请政府人员吃饭了
经济新常态除了带来行

业冲击外，还释放出众多的新
机遇。

“新一届政府一直在谈简政
放权，释放改革红利，从我们企
业的感受来看，确实受益了。”在
华土集团董事长、华商书院山东
校友会会长、澳洲校友会会长张
强看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办事
不像过去那么难了，比如审批，
原来企业时不时就要请政府相
关人员吃饭，现在饭不用吃了，
办得挺快。“尤其此次四中全会
提到的法治建设，这对企业很重
要，以前就是因为制度不规范、

法律不健全，我们干得很累，出
现很多问题。”

此外，张强认为，国企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也让涌动的民营资本
寻找到新目标。“民企进入国企的
持股比例至少30%，这是最保守的
估计，所以发展空间很大。”

作为一家2004年5月创立
的公司，目前卓创资讯网站已
成为中国大宗商品资讯第一门
户网站。卓创资讯常务副总裁
李学强认为，新常态中蕴含着
新机遇。经过十年的发展，卓创
资讯完成了大宗商品原始数据
的积累，具备了利用大宗商品

市场数据进行行业深度分析研
究的能力和条件。“目前国内外
众多行业寡头成为卓创资讯的
高端咨询客户，并达成多单百
万级咨询业务。”

省工商联秘书长孙占甲表
示，今年我省企业数量首次超
过百万，其中很多是民营企业。
我省一方面减少准入壁垒，一
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启动一系
列改革，包括行政审批改革、财
税改革、金融改革等，为民营企
业发展营造公平环境，适应经
济新常态的变化后，山东的企
业将迎来新的春天。

新常态是什么，意
味着什么？企业该如何
看待，又该如何应对？27
日，济南大众传媒大厦
四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
席，来自全省各地各行
业的300多名企业家共
聚一堂，围绕峰会主题

“新常态 新思路 新
发展”各抒己见，展开了
一场“头脑风暴”。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张頔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军(右一)为“全国都市报山东企业行”活动授旗，安徽新安晚报常务副总编
辑赵锋代表此行媒体接旗。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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