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财经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张璐 美编：牛长婧 组版：继红>>>>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马绍栋） 只要打造起亲商重

商的投资创业软环境，软政策也
能变成真金白银的硬实力。从省
中小企业局获悉，2014年全省中
小企业新增24万户，增量比前三
年新增数的总和还多3万户。受
简政放权及各项扶持民营经济
政策影响和激励，新的创业项
目、民间资金和创业人才喷涌而
出，带动新增就业200多万人，占
全省的90%以上；我省中小企业
营业收入、利润、税金三项指标
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并且与前几
年相比，在当年转型升级的大环
境下，新增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且扩展至电商、生
产性服务业等领域。

“早就准备着创业了，钱也
准备好了，正好赶上这波政策

‘利好’。”济南创业者孟宇彬告
诉记者，自己在一家省属事业单
位工作了5年，已经积累不少人
脉，加上之前储备的一批专利技
术成果，他一直想开一家科技服
务公司。“正好看到各级政府都
在简化审批程序，我赶紧去注册
了公司，当天就拿到了营业执
照，效率让人惊讶。”

值得注意的是，全省中小企
业户数在三次产业比例约为2 . 1
∶28 . 4∶69 . 5，战略性新兴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总量持
续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新
增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新增中
小企业总量的12 . 78%，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占3 . 32%，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2 . 44%。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发
展成效显著。2014年新培育418
家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和创新企业，省市两级研发中心
和创新企业总数达到3166家。全
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3242

项,占全省总量的78 . 7%。新认
定中小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94户,占92 . 4%,中小企业省级
技术中心1012户,占82 . 5%,中小
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2户,
占51 . 4%。

据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
春介绍，刚刚过去的一年，虽然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但小微企业发展得
到各级政府重视。去年国务院
40次常务会议有25次和小微企
业相关。具体到山东，由于我省
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推进企业注册便利
化以及财税、金融等相关扶持
政策逐步落实，激发了全社会
的创业热情，一些个体工商户
加快了转向小微企业的步伐，
这些都导致我省中小微企业数
量出现高速增长。

“以往中小企业每年新增4
万户、5万户，去年一次性新增24
万户，超过前三年总和，可以说
是历史性的突破。”省中小企业
局政策调研处处长杨亚强介绍
说，除了速度快，新增中小企业
不再像传统的开个小店、建个小
作坊，而是大量出现在电子商
务、生产性服务业及其他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而且创业者的综
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企业的科
技含量都不低，呈现出极大的发
展潜力。“中小微企业正迎来空
前利好的发展机遇，但也应看
到，我省114万户的水平与江苏、
广东相比依然差距明显，这还需
要政府、金融机构的大力扶持。”

记者了解到，2015年我省力
争再新增中小企业20万户，新增
就业岗位200万个；规模以上工
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增长10%左
右，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实现县域
全覆盖。

本报记者 徐瀚云

记者从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
要以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质量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
目标。

2015年，我省将力争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继续丰产丰收，农业增加
值增长4%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长10%以上。

省农业厅厅长王金宝表示，从
近两年新的趋势看，农产品比较效
益走低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价格

“天花板”的局限效应、农业生产成
本“地板”不断抬升的趋势都越来
越明显，农业增效增收空间正受到
多方面挤压，这必然对我省农产品
贸易格局形成新的冲击。

我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和用粮
大省，发展粮食的基调不能转，这
是基本要求，更要在发展方式上积
极创新。今后要注重推广优质品
种、发展规模生产、落实补贴政策，
提高种粮效益，构建粮食生产稳定
发展机制；推进高产创建和千亿斤
粮食产能建设，在科技增产上挖掘
新潜力。

今年的重点是在更大规模、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深入推进粮食
高产创建，力争达到1100万亩，扎实
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打造一批

“吨粮市”、“吨粮县”和“吨半粮
乡”，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

稳定产量促农增收

仍是今年重要任务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徐
瀚云 实习生 李海博） 记者从
全省林业局长会议上了解到，2014

年我省林业产值突破6000亿，同比
增长7 . 8%，造林343 . 8万亩，超过预
定目标14 . 6%，今年还将再造林300

万亩，达到“十二五”规划的全省林
木绿化率25%目标。

山东省林业厅厅长刘均刚表
示，2014年全省新造林343 . 8万亩，完
成年度任务的114 . 6%。继威海、临沂
之后，淄博、枣庄两市获得国家森
林城市称号。

据初步统计，全省林业总产值
达6014亿元，同比增长7 . 8%。全省新
育苗面积达96 . 1万亩，完成年度任
务的240 . 3%。林下经济产值达286 . 7

亿元，被列为全国林下经济试点
省。全省森林旅游直接收入19 . 6亿
元、综合收入达160多亿元。

2015年，为完成“十二五”规划
确定的25%的目标，我省需净增有
林地面积230万亩，考虑到林木采伐
和造林成活率等因素，全年必须完
成新造林300万亩以上，此外还将新
育苗45万亩，中幼龄林抚育450万
亩。林木绿化率达到25%以上，全省
森林植被碳储量增长240万吨以上，
碳储总量达到1 . 1亿吨，林业产值达
到6500亿元以上。

林业产值破6000亿

今年将造林300万亩股价暴涨 李河君身家抬高至2000亿

中中国国首首富富争争议议中中易易主主

新增中小企业24万户 新增就业200余万人

山山东东中中小小企企业业增增量量““一一年年当当三三年年””

本报讯 截至27日收盘，汉
能薄膜上涨10 . 36%，收报3 . 73
元，总市值达1552 . 93亿港币，这
其中，李河君占股90%以上。加
上汉能水电资产和其他地产及
能源资产，李河君的身家起码抬
高至20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足
以使其重登中国首富宝座。

尽管普通公众对李河君并
不熟悉，但他也早就不是无名之
辈。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上，李河君就以净资产130亿美
元排名第五。但是李河君一直是
颇具争议的人物，甚至在其任掌
门的汉能控股集团，都有人站出
来隔空大骂李河君。

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李河
君以股票市值成为新晋中国首
富。

对于“首富”席位，李河君并
不陌生。去年，李河君以870亿元
的身家首次登顶“2014《新财富》
500富人榜”，被称为近年富人榜
上最大的一匹“黑马”。当时有报
道称，“近十年的低调潜行后，李
河君持股97 . 57%的汉能控股集
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清洁
能源提供商，业务横跨水电、光
伏、风电等领域。”

2009年，一向游离在公众视
野之外的李河君突然高调宣布
进入光伏行业。此后，便开始不
断讲述汉能集团宏大的太阳能
光伏目标。

“未来十年薄膜技术必将取
代多晶硅光伏电池”这个豪言就
是“薄膜代言人”李河君喊出来
的，而他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推广

薄膜太阳能———“太阳能领域的
下一个重大突破”、“成为中国最
大薄膜制造商”都出自他之口。
薄膜太阳能电池具有重量轻、厚
度薄、可弯曲、易携带，薄膜发电
无污染、低耗能、应用范围广泛
等优点。

外界对李河君的争议一
直存在。2012年6月21日，国家
审计署发布的一则名为“5044
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
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结
果”的公告，其中便指出广东
汉能光伏 1 0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单位存在多报建设规模和
装机容量的现象，违规获得中
央财政金太阳示范工程补助资
金2637 . 25万元。

对此，汉能集团解释称，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受厂区屋顶安装、
铺设等条件限制，广东汉能厂区
实际完成了5 . 18MW，并已并网
发电，其余的4 . 82MW容量建设
地址变更至农夫山泉厂区。并于
2012年12月将补贴资金2637.25万
元退还给了河源市财政局。

让李河君登上富豪榜的
是他的水电，但让李河君声名
鹊起的却是太阳能。不过李河
君的太阳能生意，在圈子里面
获得热议的原因是其与众不
同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路线，以
及李河君对于自己太阳能生
意的高调宣传。李河君为汉能
设 定 的 终 极 目 标 是 ：产 能
10GW；短期目标则是“成为中
国最大薄膜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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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马云和阿里巴巴、王健林和万达等，听过李
河君和汉能集团大名的人并不多，也只有在能源界
圈子里面，李河君及其汉能集团的名字才比较响亮。
可以想到，大部分人对李河君的了解程度，还仅仅停
留在“他是谁”的阶段。

来自百度的资料显示，李河君出生于广东省河
源市，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94年李河
君创建汉能控股集团。汉能自成立之日始即致力于

“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

李河君是谁？

新增24万户

总量达到114万户

去年全省
中小企业

新增就业共220万人

小企业就占200多万，占比90%以上。

同比新增296户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户达38012户

2014年前11个月

2013年前11个月

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 . 68%
占全部工业的63 . 58%

全部工业

就业人数

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中小企业

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8 . 2万亿元，同比增长11 . 21%；实

现利润5067亿元，增长5 . 47%；实现

税金8012亿元，增长7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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