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水泥股权斗争继续发酵

三三高高管管被被起起诉诉挪挪用用资资金金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者

刘相华） 山水水泥的股权
争斗愈演愈烈。5月12日，山水
水泥公告称，公司起诉董承田、
于玉川、赵永魁三位前高层管
理人员挪用资金。在此之前的4
月份，国内另一水泥行业巨头
天瑞集团突然增持山水水泥股
权,并跃居成为山水水泥第一大
股东。

被提起公诉的这三人，董
承田曾任山水水泥副总经理、
执行董事，于玉川曾任山水水
泥副总经理、执行董事，赵永魁
曾任山水水泥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山水水泥董秘办、集团党
委书记陈学师在接受媒体求证
时表示，此前山水水泥曾接到

来自基层员工的大量举报，反
映董承田、于玉川、赵利平、赵
永魁、宓敬田、王永平、李茂桓
等7位山水投资公司的显名股
东在任职期间存在职务侵占等
违纪违法行为。

2008年上市时，山水水泥
的第一大股东为山水投资，根
据香港公司注册规定，山水投
资的登记股东为张才奎、于玉
川、董承田等9人。而张才奎则
以信托受托人身份出现，代为
管理其他3940人的出资权益，
其余自然人股东是董承田、于
玉川、赵利平、赵永魁、宓敬田、
王永平和李茂桓。

2013年初，新任董事长张斌
（张才奎之子）引入先进的管理
机制。当年2月，董承田、宓敬田、

赵利平等山水水泥5位副总经
理，集体向前董事长张才奎提出
辞职。11月，公司第一大股东山
水投资推出了《境外信托退出性
收益分配方案》和《股份回购方
案》，按照这两份方案，当初3940
名山水职工和7名显名股东，均
可以自愿选择股份变现。

不过，上述方案并未得到
上述高管们的认同，于玉川等7
名显名自然人股东极力反对，
他们认为“张才奎的真实目的
是借此鲸吞他们的股份。”于是
与张才奎的嫌隙越来越大。

据媒体报道，随着大量员
工的举报，山水集团内部矛盾
逐步升级。为此，山水水泥依据
相关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离
任审计。

2014年7月11日，山水水泥
的总经理助理王永平被辽宁警
方刑事拘留，罪名为“涉嫌虚开
发票”，最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

今年2月，公安部门也对董
承田在集团任职期间涉嫌挪用
资金罪，正式立案调查。董承田
已经潜逃，下落不明。公安部门
已于3月下旬向董承田发出通
缉令。

而就在山水水泥忙于内斗
的时候，4月17日，天瑞水泥董
事长李留法收购了山水水泥部
分股权，加上此前持股，持股比
例达到28 . 16%，已经取代山水
水泥的第一大股东山水投资

（持股比例仅有25 . 09%），山水
水泥被迫停牌。

淘淘宝宝村村老老粗粗布布登登上上春春晚晚舞舞台台
“淘宝村”升级，告别无序竞争、低端发展

生猪存栏处历史低位

山东猪价已连涨７周

泰山珠宝文化城开业

淘宝大集周周有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者
宋磊） 17日，泰安泰山珠宝文化
城开业，并邀央视《寻宝》节目鉴
定专家蔡国声、古方、叶佩兰、单
国霖、都富宽等亲临现场为大家
免费鉴宝。同时，周末淘宝大集也
在同步进行。

据了解，泰山珠宝文化城是
泰安唯一一家经营珠宝、玉器、古
玩、字画的交易展销中心，占地
18000平方米，总投资1 . 2亿元，
是鲁中地区规模最大、专业化最
强的珠宝文化大市场。

开业当天，文化城艺术品“月
月拍”活动全面启动，全年面向社
会征集字画、瓷器、铜器、玉器、古
典家具、杂项等艺术拍品，并定于
每月最后一周的周日举办小型艺
术品拍卖活动，为广大藏友搭建
一个艺术品的交流平台，提供难
得的交易机会。升级后的周末“淘
宝大集”也在同步火爆进行中。

新华社济南５月１７日专电
（记者 潘林青） 据山东省畜
牧兽医信息中心最新监测，第１８
周（５月４日－５月１０日）山东活猪
及猪肉价格继续上涨，已连续上
涨７周。

据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
心对２５个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监
测，第１８周，山东活猪价格为
１３．５７元 ／ 公 斤 ，环 比 上 涨
１．８０％，同比增长２７．１８％；猪肉
价格为２２．４８元／公斤，环比上
涨０．８１％，同比上涨１９．７０％。

山东畜牧专家表示，经过三
年多调整，目前生猪存栏已位于
历史低位，能繁母猪存栏也频创
新低。从第１２周开始，山东猪价
开始触底反弹，截至第１８周已经
连续上涨７周。此外，伴随猪价上
涨，仔猪价格也继续攀高，已连
续上涨１０周。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
预计，２０１５年将会是猪价涨跌周
期中的一个转折点，生猪养殖行
业的景气度将迎来反转，史上最
亏损“猪周期”将结束，并有望从
谷底步入上升通道，生猪价格将
保持全年上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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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省计量院

免费为你检测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 为庆
祝“5·20世界计量日”，5月20日上
午，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将为
广大市民开展免费检测及咨询服
务。据介绍，此次免费检测项目主
要有：黄金珠宝、眼镜、血压计、人
体秤、水表、电能表、燃气表、热量
表。检测时间为：5月20日9:00—
11:00。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位于济
南市千佛山东路28号，免费检测
服务地点在山东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内。据了解，由于相关“5·20”
免检项目范围广且多为生活必需
品，历次检测均十分火爆。今年
3·15期间,在由本报与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免费检测
活动中,一上午时间有数百名市
民光临,原定一上午的免费检测
活动延长至一整天。

本报记者

出口退税企业分类管理

济济南南国国税税出出口口退退税税22日日完完成成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者

王茂林 韩笑 通讯员 祝
雷） 记者从济南市国税局获
悉，4月1日济南国税对出口退
税企业实施分类管理以来，企
业退税效率大幅提高，其中中
国重汽进出口公司今年4个月
累计退税3 . 6 1亿，节省资金
1836万元，并有效缓解了资金
周转压力。

据中国重汽进出口公司
财务人员介绍，面对今年以来
中国重汽出口销量的良好发
展势头，出口退税成了影响企
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一大
问题。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推出
了一系列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服务举措，其中就对出口退税
企业实施了分类管理。记者从

济南市国税局获悉，自4月1
日起，重汽、浪潮等27户信用
等级高的一类出口企业进行
申报退税时仅需提供申报资
料和电子数据，正式申报电
子信息齐全无误的，在2个工
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出口退税
的审批。

“我们亲身感受到了税收
春风行动带来的便利，退税效

率提高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
人力、物力。今年4个月累计退
税3 . 61亿元，已办理了去年全
年一半的退税额。这些退税款，
按照一年期5 . 1%的贷款利息
计算，直接为我们公司节省了
资金1836万元。及时快捷地办
理出口退税，有效缓解了企业
资金周转压力。”重汽进出口公
司财务总监冯敏说。

大量电商聚集在农村，
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形
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
电子商务生态现象，阿里巴
巴给其下了一个独有的称
谓——— 淘宝村。电子商务为
淘宝村带来了产销规模的
快速扩展，但在简单的网店
复制与盲目的规模扩张后，
淘宝村的发展，也到了转型
升级的时候。

本报记者 张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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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头村中很多人都投身
到农村淘宝之中。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一村一品”引发同质化竞争
2006年，滨州博兴县的湾

头村便诞生了第一批网店，售
卖的产品是在村里传承了数
百年的草柳编工艺品。湾头村
村民贾培晓创立的目暖草编
家居店已经具有了不小的规
模。据他介绍，他的网店事业
从2010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
时期，当时的网销额是70多万
元，到了2011年就达到了150
万元，2012年又翻了一番，达
到了300万元，现在已在天猫
注册了公司。

“农村人致富‘爱跟风’，
一家开淘宝店赚钱后，左邻右
舍也效仿做起来了。”贾培晓
说，网店比实体店信息传递
快、覆盖面广、成本更低，这些
优势使村里形成了“淘宝热”，

开网店的人数和销售额也越
来越多。

然而一拥而上的草柳编
网店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贾
培晓看来，“一村一品”式的淘
宝村模式让模仿生产变得很
容易。只要把开发出的新产品
放在网上，不到半天的时间，
其他网店就会出现一模一样
的产品。“新产品一上线，很快
就被大家‘克隆’，辛辛苦苦开
发 的 新 产 品 就 没 了 价 格 优
势。”贾培晓说，同质化的竞争
也导致了价格战的爆发，将网
店利润不断摊薄。比如编制一
个蒲草蒲团，售价仅14元，除
去编工工资11元、物流2元和
自然耗损，电商所获的利润也
就不到1块钱。

建立电商产业园实现产业升级
与湾头村一同进入全国

首批20家淘宝村的顾家村也
位于博兴县，但它的特色产业
是老粗布。在发展电子商务的
过程中，顾家村也遇到过产品
同质化、缺乏市场主打产品等
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通
过建立电商产业园，实现产业
提升，有序发展。

2012年建成的顾家老粗
布电商产业园目前有经营业
户220家，是国内最大的老粗
布专业市场，2013年这个产业
园的累计收入达到了3 . 17亿
元。产业聚集的电商园不仅给
淘宝业主带来了物流仓储方
面的便利，园区引入的一些美
术设计、品牌推广方面的专业
人才，也帮助店主实现了产业

升级。
2013年返乡创业的王立

军发现淘宝上出售的老粗布
产品无非是床罩、床单这样的
床上用品，同质化严重且附加
值低。在园区的协调之下，王
立军和山东工艺美院的几位
设计师推出了一套老粗布的
中式服装系列，并创建了“清
风唐”品牌，很快就取得了极
好的市场反响。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
便通过网店联系到他们，在这
里定做了几套唐装。2014年央
视春晚剧组也在这里定制了
2000条老粗布的红围巾。为了
满足生产需求，王立军还向园
区提出了扩大生产车间的要
求，并很快得到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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