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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宁宁启启动动行行业业十十大大品品牌牌评评选选
以品牌建设助推济宁经济转型发展

本报济宁1月18日讯 (记
者 于伟 ) 17日，2015年中
国(济宁)首届品牌经济年会
召开，专家学者在会上聚焦
品牌建设，分享品牌建设经
验。同时，会上还启动了2015
济宁(行业)十大品牌评选活
动。

“企业不仅要做品牌，更
要做有质量的品牌。”全国政
协常委、工信部原部长李毅
中表示，如今生活方式日渐
丰富多彩，消费呈多样化、个
性化，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呼
唤着质量、品牌，但质量品牌

还不适应市场变化。“中国奢
侈品境外市场消费量远大于
国内，丢掉了奢侈品市场，质
量 品 牌 的 缺 失 就 是 原 因 之
一。”李毅中看来，工业提质
增效、打造工业经济升级版，
质量品牌也是重要环节，而
绿色低碳应是质量品牌的重
要内涵之一。

“企业往往把产品、商品
卖出去放在第一位，而缺失
品牌建设。”全国工商联原副
主席、经济学家王治国指出，
企业在培育、创新品牌时，离
不开创新驱动、科技进步及

文化支撑。
“要建立品牌，就要先把

科技基础打好。”谈到品牌战
略与科技创新关系时，山东
如意科技集团董事长邱亚夫
认为，用高新技术提升改造
传统产业，是中国传统行业
的一条出路，也是如意矢志
不渝坚持的品牌化之路。“品
牌与科技结合、品牌与时尚
结合、首创品牌与国际化收
购结合。”邱亚夫说，高端定
位，精品战略、国际一流品牌
正是如意的品牌战略。

围绕品牌建设，专家学

者分享品牌建设经验。为推
动济宁市品牌建设，会上还
启动了2015济宁(行业)十大
品牌评选活动。活动将用一
年的时间，在不同行业开展
品牌评选活动，以品牌建设
助推济宁经济转型升级。

记者了解到，今后五年
时间，济宁将全力培育出10
家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品
牌企业，100家国内知名、行
业领先品牌企业，同时建设
千家自主品牌梯队资源库，
以此开推动实施全员品牌培
育战略。

记者从济宁市工商局获悉，截至
目前，全市有效注册商标总数1 . 6万余
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37件，山东省著
名商标154件，地理标志商标67件。2014

年，济宁新增中国驰名商标3件。
“从被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省著

名商标来看，行业分布特征明显，半数
以上集中在机械及食品两大传统优势
行业。”济宁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培育驰名、著名商标，有利于提升
济宁产业竞争优势，增强了经济实力。

此外，山东省商务厅日前公布了
“2014-2016年度山东省重点培育和发
展的国际知名品牌”评选结果，济宁市
共有12个企业品牌入选，涵盖机电、纺
织服装、五金建材、食品、医药保健等
五大行业，将进一步提升济宁企业培
育和发展自主品牌能力，加快济宁品
牌建设。

本报记者 于伟

中国驰名商标

济宁现有37件

头条链接

1月18日，时值济宁江西
商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来自
江西商会的众多企业家纷纷
慷慨解囊，向微山县马坡乡
敬老院捐赠资金10万元，用
于这些老年人的医疗救治，
为他们奉献一份真情和爱
心。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敬敬老老献献爱爱心心

去年12月份济宁房价跌幅持续收窄，走稳信号凸显

消消化化库库存存仍仍是是楼楼市市主主基基调调
本报济宁1月18日讯(记者

康宇) 18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2014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
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济
宁一二手房价格环比、同比均
继续下跌，但降幅收窄。专家
分析，虽然降幅收窄、楼市走
稳信号凸显，但市场仍然面临
高库存压力，消化库存仍是开
年楼市的主基调。

“目前我们主要在周末
举行一些主题活动，就是为

了 蓄 力 聚 集 人 气 ，消 化 库
存。”火炬路一处楼盘的销售
经理刘先生告诉记者，2014
年楼市低迷，目前市场仍然
面临着高库存的压力，吸引
购房者出手、消化库存是首
要任务。

“这两个月一直在抓紧看
房，应该算是房价较低的时候
了，打算在这个月就选定。”预
计今年6月份结婚的李小姐
说。记者走访发现，济宁各楼

盘的营销活动层出不穷，吸引
了较高人气，不少刚需购房者
也表示看好这个时间段，准备
出手。

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2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数据统计，济宁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12月份环比下
跌0 . 3%，同比下跌3 . 5%，延续
了11月份房价继续下跌但跌
幅不断收窄的趋势，整体房价
逐步企稳。同时，二手房价环

比下跌0 . 3%，同比下跌4 . 5%。
从市场情况来看，成交量明显
回升，消费者的购房意愿明显
增强。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济宁
房价依然走跌，但跌幅较10
月、11月份收窄，或为市场走
稳的信号。目前济宁市待售库
存较大，需要时间来消化库
存，届时房价才可能再次上
涨，2015年的第一季度，不失
为刚需购房者出手的好时机。

本报济宁1月18日讯 (记
者 马辉 通讯员 田晖 )

16日，菱花集团在经销商
大会上，向 4 0 0余名外地经
销商展示了其产品的质量可
追溯体系。无论产品销往何
地，消费者只需扫一扫二维
码，就可实现质量追溯全覆
盖。

现场，菱花集团展示的
产品新包装袋上均有一个二
维码标识，很多经销商都饶
有兴趣地拿出手机扫描查
看。菱花集团总经理杨玉岭
介绍，通过扫描产品的二维
码，工农业产品的原料产地、
施肥、植保、采收、质量检测
数据以及工业加工过程、质
量检测数据等信息一目了
然，实现了产品质量的全程

追溯。
“通过加大硬件投入、软

件技术革新，菱花集团的产
品质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菱花集团董事长江保安告诉
记者，2 0 1 2年，菱花集团建
立了济宁市第一家农产品质
量追溯平台，2014年在此基
础上开发了菱花产品质量追
溯平台，实现了味精、鸡精、
面粉、大米、蔬菜畜产品等所
有食品质量追溯全覆盖。其
中，味精质量追溯为调味品
行业首家。

马来西亚味之力公司总
经理林赐强认为，通过这一
系统，菱花可提供从农场到
餐桌的安全保障，这也为经
销商扩大高端市场占有量奠
定了基础。

扫扫扫扫二二维维码码，，食食品品质质量量全全程程追追溯溯
原料产地、质检数据、生产过程一目了然

本报济宁1月18日讯(记者 苏洪印
通讯员 闫晓艳) 济宁市为362辆专

用校车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并建立实
时监控平台，可以实时监控车辆所处的
位置、路线、速度和实载人数。

1月16日，全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整治工作推进会在济宁召开，推进校车
安全隐患整治成为会上重要内容。当
日，与会人员来到高新区黄屯中心小学
观摩，正值放学时间，老师带领孩子们
有序乘坐校车。此时，校车的行驶情况
同步显示在济宁高新区交警大队校车
管理中心的屏幕上。

“通过GPS定位系统，不仅能够实时
监控车辆位置、运行路线和速度、实载人
数，还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校车超速、超员
等交通违法行为。”济宁高新区勤务大队
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济宁市交警支队会同交通、
安监部门，对校车、接送学生车辆行驶路
线、停靠站点进行集中排查。截至目前，
共走访检查中小学校4896所、幼儿园730

所，摸排专用校车362辆、其他接送学生
车辆691辆、校车驾驶人397人，排查、消除
交通安全隐患10处。

济宁362辆校车

全部安装GPS系统

本报济宁1月18日讯(记者 马辉
于伟 通讯员 孔冰 马成龙)

日前，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通过专家组评审。根据规划，到2030

年，经开区总人口将扩增至30万人。
据了解，经开区总体规划按照

“生态引领、城乡统筹、产城融合”总
体思路，在生态安全体系、产业发展
体系、综合交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
居住生活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设
计，突出发展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
势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科技信息、文
化旅游等转型先导产业，优化发展高
端轻工等配套升级产业。同时，规划
了高庙、疃里、赵王河、物流园和创新
园等7大生产性、生活型组团。

到了2030年，济宁经开区总人口
将扩增至30万人。给排水、供热、供电、
通信、综合防灾等设施适度超前进行
了设计，依山为障、理水成网，构建十
字轴带、一心多点的复合生态格局，
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品质。

经开区总体规划

通过专家组评审

扫一扫二维码，可了解产品生产全过程。 本报记者 马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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