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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张頔 实习生 王敏儿）

2月4日，山东省资本市场发展
引导基金正式设立，两只规模
均达到5亿元的子基金将为我
省企业的股权融资提供支持。

山东省资本市场发展引
导基金是指由省政府出资设
立并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
政策性基金，是省级股权投资
引导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放大效应，有效引导社会资金
并吸引国内外专业投资机构
来我省设立股权投资基金，重
点推动企业股份制改制，支持
培育上市后备资源，促进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支持地方性股
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全省多
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引导基金
引导设立多只不同投资方向
的资本市场子基金。

去年年底，山东省政府印
发《关于运用政府引导基金促
进 股 权 投 资 加 快 发 展 的 意
见》，到2017年，山东省财政筹
集资金100亿元，建立省级股
权投资引导基金，促进股权投
资加快发展，拓宽实体经济融
资渠道，推动中小企业创业创
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4日
设立的资本市场发展引导基
金便将此文件落在了实处。

在我省设立的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和青岛蓝海股权交
易中心两家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业内称之为“四板市
场”）已经吸引不少省内企业
挂牌，截至目前，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的挂牌企业总数达到
433家，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企业总数达到146家。

虽然这两家四板市场已
经为挂牌企业实现了上百亿
元的融资，但对于逐步增加的
挂牌企业来说，融资需求仍然
有待满足。为加快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建设，资本市场发展
引导基金在投资方向、投资策
略上，要积极吸引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投资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和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挂牌企
业，支持培育壮大山东省上市
后备资源，促进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推进规模企业规范改制。

4日设立的首批子基金一
只是鲁信集团鲁信资本市场
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一只是
齐鲁证券齐鲁天使股权投资
基金。两只基金的总规模均
为5亿元，主要投向在齐鲁股
权交易中心和青岛蓝海股权
交易中心的挂牌企业，投资
比 例 不 低 于 基 金 规 模 的
6 0%，同时兼顾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转系统（业内称为“新
三板”）挂牌的企业。

新华社济南２月４日专电（记者
刘宝森） 我国最大的农产品贸易
省山东２０１４年农产品出口恢复性
增长，全年出口１５７．３亿美元，其中
肉食品出口市场开拓实现突破。

据山东省农业厅对外合作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４年，山东农
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４２７亿美元，
同比增长４．２％，其中，农产品出口
１５７．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５％，出
口额连续第１６年领跑全国。

据了解，山东省优势农产品按
出口额依次是水海产品及制品、蔬
菜、果品及制品、肉食品和花生及
制品。去年山东肉食品出口开拓市
场有较大突破，带动出口快速增
长。

不过从出口价格看，除果品
以外，去年山东主要出口农产品
均下降。专家分析认为，这主要是
由国际市场供给充裕造成的。如
世界主产国花生丰收，导致国际
市场花生供应充足，价格持续走
低；再如我国大蒜市场量足价低，
大 蒜 出 口 价 格 去 年 同 比 下 降
１０．９％，这是导致蔬菜总体价格下
降的主要原因。

山东农产品出口

6年领跑全国

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徐
瀚云） 2月4日，新浪山东上线一周
年纪念仪式在济南举行。记者在会
上获悉，新浪微博上的山东网民达
到4332万。

据介绍，在山东，新浪网的注
册网民高达6000万，其中有4332万
的网友注册了新浪微博，新浪山东
上线后新浪微博在山东的活跃指
数更是明显上升。从全国来看，新
浪微博注册数已经破6亿，山东网民
注册数超四千万，是微博的主力
军。

新浪微博山东粉丝

突破4000万

全球布局初步形成 加速推进转型升级

山山东东高高速速金金融融板板块块首首超超公公路路板板块块

我我省省首首设设资资本本市市场场发发展展引引导导基基金金
两只子基金筹资10亿元 六成以上投向四板市场

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李
虎） 记者从2月4日召开的济南市
邮政行业管理暨安全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4年，济南市邮政业务收入
累计完成20 . 01亿元，业务总量累计
完成27 . 89亿元，居全省前列。

据介绍，济南市实现快递收寄
业务量1 . 13亿件，增幅45 . 82%，居全
省第一。去年以来，济南市邮政管
理局着力优化行业发展环境，加大
寄递渠道安全监管力度，积极做好

“最后一公里”便民惠民服务。今年
济南市将围绕“一圈一带”发展格
局，积极促进邮政业助力商贸流通
和电子商务发展，让济南老百姓享
受到方便、快捷、高质的服务。

济南年快递量过亿

居全省第一

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李虎） 记者从4日召开的

山东高速集团年度工作会议
上获悉，去年山东高速实现营
业收入 4 4 2亿元，同比增长
35 . 87%，资产规模达到3112
亿元，继续稳居全省企业和全
国同行业第一位。随着转型升
级的推进，山东高速的金融板
块超过高速板块，成资产规模
最大的板块，将积极引进外国
资本，确保济青高铁300亿元
资本金全部筹集到位。

去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交通运输需求不足、地
产行业形势低迷等不利因素，山
东高速集团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生产经营和质量效益“双提升”，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87%，资产
负债率降至68%，营业收入连续5
年保持20%以上增长，以3112亿
元的资产总额稳居全省企业和
全国同行业第一位。

针对建设养护成本提高、车
辆超载严重、节假日小客车免费
导致高速公路“投不起、建不起、
修不起、养不起”的情况。山东高
速从投资建设向直接收购转变，

收购武荆高速，托管鸡石高速、
通建高速红河段，实现低成本扩
张和品牌做大、效益做优。山东
高速以资本运作方式，兼并收购
省外高速公路的做法，成为引领
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的新模式。

目前山东高速的高速公路
板块占比，无论资产规模还是
营业收入，都降至30%以下，铁
路、港航、物流、金融、施工、地
产、信息等新兴业务占70%。山
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表示，
目前集团绝大部分产业处于充
分的市场竞争，金融产业板块

已经超过高速公路板块，成为
资产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好
的第一大产业板块。

此外，山东高速“走出去”
战略实现重大突破。2014年正
式开工的塞尔维亚E763高速
公路和南苏丹道路升级项目，
分别是中资企业在塞尔维亚
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项目和
中国对外援助里程最长、数额
最大的公路项目。山东高速新
进入俄罗斯、印尼等市场，国
际业务遍及五大洲，全球市场
布局初步形成。

胡润富豪榜首富16年换了13位

中中国国首首富富交交椅椅想想坐坐稳稳不不容容易易
近日发布的胡润富豪榜上，李河君超过马云和王健林，

成为16年来第13位中国首富。盘点最近十多年发布的富豪榜
不难发现，排列在榜首或者前三的名字基本每年都会发生变
动。“富豪榜”不仅仅排列出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变化，也折射
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以及转型的目标与方向。

16年来胡润中国首富榜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王敏儿

荣毅仁、刘永好、黄光裕、
杨惠妍、王传福、宗庆后、梁稳
根、王健林……16年来的首富
更迭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
遍布农业、互联网、汽车、重工、
饮料及地产等多个行业。

反观最近6年来福布斯发
布的富豪榜，不难发现日本首
富的位子，优衣库的柳井正坐
了4年，软银集团的孙正义坐
了2年；韩国的首富一直是三
星集团的李健熙；美国首富一
直是微软的比尔·盖茨。

以本次胡润富豪榜为例，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
河君占股达90%以上，而汉能
薄膜(00566 .HK)股价近期的
暴 涨 直 接 将 其 身 家 推 高 至
1600亿元，使得这位能源圈巨
头占领了中国大陆首富的位
置。马云之所以被李河君挤下
首富座椅，与阿里巴巴近期的
股票走势有关。王健林之所以
能稳居第二，应该得益于万达
商业地产和万达院线在短短
两个月成功上市。

股价的变化往往只对名
次的先后产生影响，靠政商关
系或膨胀扩张发展登上首富
位置的人，消失得也快。荣智
健由于澳元事件失去中信泰
富话语权，不得不另辟家族事

业平台隆源控股，而国美集团
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操纵市
场而身陷囹圄。

对于首富的更迭，胡润表
示，因为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
会诞生一个新的高点，伴随着
这种变化，也会有各行业的企
业家在当年崭露头角，成为中
国新首富。

2003年之前，荣毅仁家族
和希望集团的刘氏家族，代表
了改革开放以来享受到政策
红利的中国企业。2003年至
2006年，以网易创始人丁磊、
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为代
表的潮流造富时代，开始显现
出互联网和商业连锁集团的
强劲发展势头。

到了2007年，中国进入资
本市场造富的时代。这个时间
段，中国的首富易主极其频
繁。此外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
展，让杨惠妍这样的年轻女性
都能靠家族地产集团的实力
成为首富。

2009年之后，股市浪潮退
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流
动性紧缩使金融资产的泡沫
洗尽铅华，一批没有上市公司
的富人财富保持了相对的稳
定性，不曾上市的娃哈哈董事
长宗庆后就两次登顶富豪榜
榜首。2014年，马云问鼎首富，
则已经将电商行业的潜力充
分发挥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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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姓名 行业 财富
（亿元）

2000 荣毅仁 综合 150

2001 刘永行、刘永好
兄弟 农业 83

2002 荣智健 综合 70

2003 丁磊 互联网 76

2004 黄光裕 零售、地产 105

2005 黄光裕 零售、地产 140

2006 张茵家族 环保造纸 270

2007 杨惠妍 地产 1300

2008 黄光裕 零售、地产 430

2009 王传福 汽车、手机部
件、电池

350

2010 宗庆后家族 饮料 800

2011 梁稳根 重型机械 700

2012 宗庆后家族 饮料 800

2013 王健林 房地产、
文化

1350

2014 马云家族 电子商务 1500

2015 李河君 能源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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