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7月1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张璐

组版：庆芳

A19

投资人不再潜水，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里实名找项目

““几几个个好好项项目目让让我我眼眼前前一一亮亮””
民办教育养老机构等

新项目将获贷款贴息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谢振华 宋
玮）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日
前，山东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省
文化厅、省卫计委、省体育局、省民
政厅印发了《关于对民办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养老新上项目实行
贷款贴息的通知》，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发展公益性事业。

在贴息期限限额方面，2015年，
对民办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养老
新上项目从银行类金融机构取得的
实际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财政贴息，贴息
期限为1-3年。贴息资金由省财政负
担70%，市县财政负担30%，市县负
担比例由各市财政局确定。山东省
财政对符合规定的同一独立法人机
构一次贷款给予贴息，贴息总额不
超过500万元。

在支持对象范围上，根据支持
民办公益性事业的政策目标，厘清
公益性和盈利性机构、项目边界，
主要支持民办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养老机构新上基本建设、设备
购置和房屋租赁项目。

记者了解到，申请贴息的主体
应为依法在有关部门登记或按规定
免予登记的民办学校、公益性文化、
医疗、体育、养老机构或其举办者；
申报项目贷款期限应为2015年1月1

日至2015年11月15日，贷款金额原
则上不低于10万元。

兖矿集团“三减三提”

五个月盈利3368万元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刘
相华） 记者近日从兖矿集团获
悉，该公司“三减三提”工作成效初
显，前五月煤炭产量3667万吨，营
业 收 入 3 1 3 . 7 8 亿 元 ，利 润 总 额
3368 . 7 4万元，在煤企普遍亏损的
情形下，确保了整体盈利。

去年以来，兖州煤业受国内外
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面临市场利润
均衡化时期竞争能力不足带来的
发展性制约难题。刚刚过去的一季
度被兖矿人定义为“多年来开局最
艰难的季度”，省内煤炭综合单价
每吨同比降低106元，化工产品价格
每吨同比降低500元以上。

兖州煤业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
实施“三减三提”全流程价值再造
工程，就是“减头减面减系统、提质
提速提效”。

兖矿集团所属各专业公司、能
化公司，各产业板块，研究制定了

“三减三提”目标方案1 1个，查找
“减”的“不严不实”项目99项、具体
内容308条，确定“提”的项目99项、
具体内容328条。

其中，东滩煤矿掘进二区创新
总结出井巷交叉点安全快速施工
法，将原工期由五天缩短为三天；
生产服务中心将“过剩”劳动力输
送至修缮市场轮岗创效。东华重工
1-4月实现销售收入7 . 73亿元，利润
同比增长1801万元。

省省级级财财政政专专项项资资金金信信息息88月月起起公公开开
目录在批准预算后20个工作日内公开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韩笑 通讯员 丛培德

孔进）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
获悉，山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信息将于8月起公开。日前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规范加强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推进预算公开工作，促进依
法行政、依法理财。

省财政厅工作人员介绍，
山东省规定，专项资金信息以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的信息外，专项资金
信息原则上均应公开，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坚持谁主管，谁
负责、谁公开，及时、全面、准
确公开专项资金信息;推行专
项资金全链条信息公开，做到
资金分配到哪、信息公开到
哪，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记者了解到，办法明确了专

项资金信息公开的内容及方式，
公开内容包括：专项资金目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评价办
法等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专项资金分配公式和因素，
专项资金分配结果，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结果，以及其他按规定应
公开的内容。明确向社会公开是
专项资金信息公开的主要方式
和目标，其中，专项资金目录、管
理制度、分配结果等，原则上应
向社会公开;其他内容可首先在

全省行业系统或受益范围内公
开，具备条件的尽快向社会公
开。公开渠道以省财政部门、省
业务主管部门门户网站为主，也
可通过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
电子政务平台、文件通报、政务
微博微信、张榜公示等渠道公
开。

在公开具体程序方面，要
求专项资金目录由省财政部
门在省人代会批准预算后20
个工作日内制定并公开。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
者 李虎） 本报6月26日曾
报道，《地产老板手握现金找
项目 投资者潜水“齐鲁晚
报创客团”》，这位匿名潜水
的地产负责人9日下午在“齐
鲁晚报创客团”QQ群与群内
中小企业互动，线上直接找
项目。

这位一直匿名潜水在
“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中
的地产公司负责人是淄博华
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
总经理周弘。

周弘介绍说，公司此前
一直在省内二三线城市做房
地产项目开发，长期经营沉
淀了大量资金，希望投资互
联网、文化等新兴产业，在地
产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实现
企业的转型升级。经过一段
时间的潜水，他在“齐鲁晚报
创客团”发现了几个让他眼
前一亮的项目，9日下午他决
定放弃潜水，实名与大家互
动，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些
项目。

周弘告诉记者，从“齐鲁
晚报创客团”QQ群建群伊始
他就入群了，基本上每条信
息都关注，通过观察群内创
业者和中小微企业的互动，
他十分看好济南一家体育用
品公司，本周二还去现场考
察了一下。

通过近两小时的线上互
动，群内的很多创业者向周
弘介绍了项目，其中有一个
项目周弘很感兴趣，觉得后
期可以考察一下。互动结束
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周
弘收到了十多份商业计划
书，还与很多创业者私聊并
约定了面谈的时间。

周弘说，现在项目太多，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好项
目太稀缺了。项目人把项目

当成自己的儿子，总认为自
己的儿子是最好的，同样，投
资人也把资金当成自己的女
儿，总想嫁个好人家。

周弘毫不讳言，作为投
资人投资项目就是为了盈
利，华奕地产不管是做地产
项目还是投资，都是使用公
司的自有资金，所以筛选项
目更是慎之又慎。

“很多创业者一聊起来
总觉得自己的项目好，侃侃
而谈，但有的连一份像样的
商业计划书也拿不出来。”
周弘说，项目人要帮自己
的“儿子”给投资人的“女
儿”写好情书，通过商业计
划书把自己项目的团队、
技 术 、产 品 介 绍 好 ，把 市
场、回报分析到位。投资都
是逐利的，他想投资一些
大中型项目，虽不十分看
重短期回报率，但对未来的
投资回报要求很高。

周弘认为，当今社会最
重要的三大资源中人力资源
是最重要的。周弘选项目，最
看重的是团队带头人的人
品和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执 行 力 ，其 次 才 是 项 目 。

“选项目就像公司选拔人
才一样，有人品好的，有能
力强的，我的原则是选择
人品好的。项目的团队好，
就是卖萝卜也能挣钱，即使
现在不挣钱，未来也可能会
挣钱。”周弘说。

周弘说，“齐鲁晚报创
客团”QQ群中像他这样潜
水默默观察的投资人可能
不在少数，不仅看项目，也
在看人。他希望能有更多的
好项目和有投资价值的中
小型企业加入“齐鲁晚报创
客团”，期待能在其中找到
相对成熟、发展前景看好的
项目。

省省城城““红红顶顶中中介介””已已开开始始摘摘帽帽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将脱钩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孟敏 任磊磊）“红顶中

介”摘帽行动渐行渐近。8日，
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
案》对外发布，提出了脱钩改
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
表、具体的任务书。9日，记者
在省城调查发现，我省部分

“红顶中介”已开始摘帽行动。

对于此次国家对“红顶中
介”开始摘帽一事，山东省珠
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我省在去年七八
月份已经清理过一次。“像我
们这个协会，是挂靠在省国土
资源厅的，根据文件要求，我
们这样的协会要彻底脱钩，实
行自治。”之前，省里有这个要
求，文件也下过，但没有正式

实施。不过，这次国家《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
方案》新政策实施后，与行政
机关脱钩现在已经是当务之
急。“像我们这样的协会，今年
将脱离原有的主管单位。”

记者了解到，之前挂靠在
济南市民政系统的婚庆行业
协会也已经和行政机关脱钩。
济南婚庆行业协会之前隶属

于社会事务处管辖，现在已经
成为独立运行的机构。“这个
协会的负责人，我们已有一两
年没联系过了。”济南市民政
系统的相关人士介绍说。

对“红顶中介”这个比较
敏感的话题，也有部分协会拒
绝谈论。山东省汽车协会的相
关负责人就拒绝谈及“红顶中
介”摘帽一事。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李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齐
鲁晚报创客团”QQ群上线以来，省内创业者、中小微企业迅速在此
平台上聚集。“齐鲁晚报创客团”为山东本土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
交流平台，齐鲁晚报将首次面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媒体资源，与中小
企业共成长。欢迎创业者和有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加入“齐鲁晚报创
客团”，QQ群群号464752642，咨询电话0531-85193174。

齐鲁晚报联合团省委组织了两期“齐鲁晚报创客团”创业大讲
堂，今后将每周邀请一位我省企业家、创业家或有关主管部门的工
作人员做客创业大讲堂，与大家互动，为创业者解疑答惑，分享创
业经验，并组织项目资本对接、企业交流互访等公益活动，欢迎创
业者加入“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

齐鲁晚报将开放宝贵的媒体资源，帮助我省中小企业进行产
品与品牌推广，“齐鲁晚报创客团”为山东本土中小微企业提供创
业交流平台。齐鲁晚报、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齐鲁壹点”
APP客户端也将共同助力中小微企业进行品牌推广。齐鲁晚报为
中小微企业打造微信公众号并推广，为中小企业拍摄广告宣传片，
进行游戏推广。

“齐鲁晚报创客团”近期将在“齐鲁壹点”APP客户端“创客团”频道
开辟专门区域，免费为创客团中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推广宣传。

本报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媒体资源

欢迎创业者加入齐鲁晚报创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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