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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家家鲁鲁企企同同日日登登陆陆新新三三板板
开创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挂牌企业批量转移先河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孔进） 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今年，省财政共筹集
下达专项补助资金4亿元，支持我省
第一、二批84个县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弥补试点医院因取消
药品加成所减少的收入。

据了解，该项目资金将主要用
于县级公立医院符合规划要求的基
本建设及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
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
退休费用、政策性亏损、承担公共卫
生任务和紧急救治、支边、支农公共
服务等国家规定的专项补助，并加
大对中医的倾斜力度。此项补助资
金采取全额预拨方式下达，2015年
将根据国家考核结果予以结算。

省财政4亿元

支持县级医院改革

本报讯 2014年10月28日，由
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齐鲁晚
报、大众网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
届山东管理论坛在济南召开。省政
协副主席栗甲出席会议并讲话。来
自全省各地的企业界代表、社会管
理界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对获得“第三届山东省管
理创新奖”的36家单位和个人进行
了表彰。

会上，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专家王天仁、社会工作研究专家
李森、著名的社会组织研究与评估
专家孙录宝等围绕会议主题分别
作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社会责
任》、《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更
要法治强基》的学术报告，就企业
管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及
社会组织法治等问题与企业界、社
会管理界代表、专家学者进行了深
入探讨。

论坛气氛热烈，讨论深入，增
强了各界创新管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对提升我省管理创新水平，
促进我省管理创新实践具有积极
作用，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
评。

第九届山东管理论坛

在济南举行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记
者 宋磊） 24日，以寻找“变
革时代下的创新践行者”为
题，“2013-2014年度中国最受
尊敬企业”颁奖典礼在北京举
行。我省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再次荣获“中国最受尊敬企
业”称号，这已经是青岛啤酒
第12次获此殊荣。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评
选聚焦变革与创新，以企业深
化改革、创新求变的实践案
例，对身处变革时代的压力和

挑战作出了积极回应。
组委会给予青岛啤酒的

评价是：“作为行业领军企业，
青岛啤酒在致力于可持续、健
康发展的同时，也将‘引领变
化’作为企业基业常青的驱动
力，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
紧密结合，不断推出新产品，
引领消费时尚与潮流。在‘数
字化’转型中，实现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的对接，在销售渠
道和商业模式上不断探索与
创新,让青啤以‘新青年’的姿

态与时代同行。”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黄克兴称，互联网时代，
消费者的价值主张、信任度偏
好、购买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消费者价值主张，除了功能
性，更加重视产品的情感化和
精神化需求；同时，随着社会
化媒体的出现，信任度由对企
业的垂直信任转化为消费者
之间的水平信任，口碑传播由
此发挥出更大价值；另外，原
来在实体店购买的习惯也变

了，网上搜索-口碑交流-交易
-评论的购买过程，已成为新
的消费特点。

据介绍，近年来，青岛啤
酒相继推出鸿运当头、黑啤、
奥古特5升桶、世界杯纪念罐，
到原浆、炫奇果啤等新产品，
引领潮流。此外，他们创新了
营销模式，由互联网推动建立
的网络销售商＋官方旗舰店
＋分销专营店＋官方商城的
青啤电商渠道体系，建立起了
电商领域行业领导地位。

销售渠道商业模式不断探索创新

青青啤啤再再次次获获评评““中中国国最最受受尊尊敬敬企企业业””

本报北京10月29日讯（记
者 刘相华） 10月29日，由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孵化的8
家鲁企成功登陆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
这些企业是在全国股转系统
与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形成批
量对接机制下的首批集中转
板企业，此举开创了区域性
市场与全国市场挂牌企业批
量转移先河。

此次集中转板的8家企
业包括德州市的可恩口腔、
宇虹新颜料、征宙机械；淄博
市的齐鲁华信、迪浩管道；青
岛市的东和科技；威海市的
华东修船；泰安市的同创汽
车。至此，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达到10
家。

记者从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获悉，今年1月24日，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奥盖
克在新三板挂牌，成为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首家转板至新
三板的挂牌企业；随后5月13
日，第二家转板企业，山东源
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
板挂牌。

值得提及的是，作为我
国首家以口腔医疗为主题的
新三板挂牌公司，可恩口腔
医院（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受
到了诸多投资机构的青睐，
其董事长万少华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从四板转到
新三板对公司来讲是一个崭
新的开始，这对公司的各项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
为行业的标杆，可恩口腔会
继续努力，将最真实、最精彩
的一面展现出来，对社会负

责，对客户负责，对投资者负
责。”万少华说。

据悉，为做好与新三板
等高层次市场的对接工作，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不断加强
与新三板的沟通交流，双方
多次召开座谈会，形成了有
效对接工作机制。今年1月16
日，山东省金融办率先与全
国股转系统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确定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开展首批批量转板试
点。“此次8家企业集中转板
就是落实这项工作的重要举
措，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企业
到新三板来挂牌。”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要
以此次首批挂牌为契机，积
极探索与全国股转系统合作
的有效途径，在挂牌企业后
备资源培育、中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构建转板机制等方
面加强合作，助推挂牌企业
进入更高层次资本市场，在
全国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山
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宏华表
示。

据了解，去年11月5日，
齐鲁股交中心完成公司制度
改造，改制以来，新增挂牌企
业174家，总数达到356家，市
值超过270亿元，企业覆盖全
省 17市，涉及 112个县（市、
区）。托管企业 474 家，展示
企业1885家，服务企业超过
2359家。市场为挂牌企业实
现股权、债权私募融资近 23
亿元，帮助企业完成股权质
押融资99笔，实现融资18 . 4
亿元。

10月27日，山东省零售业营业员技能大赛决赛在济南举
办，此次决赛共有13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选手参加。据了解，
单项第一名选手将被推选申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本报记者 沈振 摄影报道

新三板挂牌和主板上市的区别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与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区别在
于：一是服务对象不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定位主
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
务。这类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
式。在准入条件上，不设财务门槛，申请挂牌的公司
可以尚未盈利，只要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规范、
公司治理健全、业务明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
份公司，均可以经主办券商推荐申请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二是投资者群体不同。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而我国交易所
市场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未来的
发展方向将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这类
投资者普遍具有较强的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三是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中小微企业与产业资本的服务
媒介，主要是为企业发展、资本投入与退出服务，不
是以交易为主要目的。

本报讯 规模下降近
４００亿元，用户数增加２４００
万，最新发布的余额宝三季
度“成绩单”，规模首现“拐
点”之忧，随着市场流动性持
续宽松，依托货币基金的互
联网理财产品收益下行已是
必然趋势。

天弘基金最新公布的余
额宝三季报显示，截至９月３０
日，余额宝规模为５３４９亿元，
降幅达６．８％，这也是余额宝
２０１３年６月正式推出以来，规
模首次下降。

实际上，规模增长乏力，
余额宝并不是个例。三季度期
间，微信理财通规模从６２１．９
亿元下降４．６％至５９３．１亿
元，网易现金宝的规模也仅从
２８２．４亿元发展到２８６．２亿

元，几乎零增长。
曾经的“理财神器”余额

宝规模出现“拐点”，其集结
“草根”力量产品规模一夜“爆
棚”的神话终于告一段落。眼
下距离“双十一”购物狂欢季
已不到两周，余额宝还将面临
更大的赎回压力。

天弘基金表示，余额宝
规模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些理
财属性较强的高净值客户降
低了其投资额。然而业内专
家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质上
仍是金融，是一种投资游戏，
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是丰厚的
回报。在动辄６％、７％的高收
益渐行渐远的情况下，“宝
宝”的规模增长也很难再现
当年的“雄风”。

（据新华社）

余额宝规模首现下降

互互联联网网理理财财面面临临““拐拐点点””

提高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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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股价破百

涨势有望延续

本报讯 ２８日美国股市开盘不
久，上月登陆纽交所的阿里巴巴股
价一跃突破一百美元大关，市值升
至２４７０亿美元。市场人士指出，股价
破百显示出投资者对于阿里巴巴的
认可，阿里巴巴股价有望继续走高。

自９月１９日成功登陆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以来，阿里巴巴一直受
到投资者追捧。上市首日开盘价便
高达每股９２．７０美元，较６８美元的首
次公开募股（ＩＰＯ）发行价上涨了
３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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