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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开开展展互互联联网网私私募募股股权权融融资资试试点点
创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再添融资渠道

山航特殊批准Ⅱ类

运行验证试飞成功

本报济南8 月2 7 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白韶飞） 大雾
天气担心航班晚点？27日，山航在济
南机场进行特殊批准Ⅱ类运行验证
试飞并成功，这意味着今后山航飞
机在350米的低能见度情况下也能
在济南机场安全降落了。

据介绍，济南机场正常情况下
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最低标准分别为
跑道视程400米和550米，如果遇到
大雾天气机场跑道能见度低于400

米时将无法起飞，能见度低于550米
时则无法降落，会对旅客出行带来
较大的影响。此次山航在济南机场
实施特殊批准Ⅱ类验证飞行，主要
检验了在HUD（平视显示器）辅助
下，将降落标准降低至跑道视程350

米降落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最后证
明安全可靠。

据了解，作为国内首家运行
HUD设备的航空公司，山航于今年
2月26日顺利通过了济南跑道视程
2 0 0 米起飞验证，并已多次运用
HUD系统在大雾天气条件下安全
起飞。8月26日，因为大雾天气济南
机场跑道能见度低于400米，山航飞
机及时启动HUD飞行程序，全部早
出港航班都准点起飞。

山东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青岛路演中心揭牌

本报济南8 月2 7 日讯（记者
刘相华） 26日上午，山东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青岛）路演中心揭牌成
立，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第二期网上投融资对接会举行。

青岛路演中心是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与青岛市经信委、青岛市中小企
业局、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
共同创设的，致力于打造整链条综合
路演服务平台，开启了助力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的综合路演新模式。

该中心入驻地点为青岛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中心，依托蓝色经济
区，辐射周边，主要开展中小企业项
目展示、产品推介、品牌宣传、挂牌咨
询、规范培育、融资对接、行业交流及
后续跟踪服务，集聚资本市场资源，
路演形式扩展为整链条的综合路演
服务，打造适宜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成
长的新生态和高端综合服务平台。

会上，来自青岛的 5家优秀中
小企业成功进行了项目路演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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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 月2 7 日讯（记
者 张頔） 省金融办近日出
台了《关于开展我省互联网私
募股权融资试点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
了我省开展互联网私募股权融
资试点工作的22条意见。

《意见》提出，互联网私募
股权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
形式进行非公开小额股权融资
的活动。互联网私募股权融资
平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互联
网网站或其他类似电子媒介）
为私募股权投融资双方提供信
息发布、需求对接、协助资金划
转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中介机

构。
在互联网私募股权融资平

台上，融资者应当是互联网私
募股权融资平台的实名注册用
户，融资项目的主体应当是创
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项
目发起的主体应当是创业创新
型中小微企业或其发起人。投
资者对单个项目投资不得超过
项目融资总额的10%，对多个
项目的投资累计不超过投资者
现有金融资产的50%；项目领
投人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项目
投资额的20%。

按照《意见》要求，我省将
开展互联网私募股权融资试

点。选择具备条件的市、县（市、
区）及国家级高新区，着重围绕
互联网、信息通信、文化创意、
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现代农
业、先进制造业等企业或项目，
设立互联网私募股权融资试点
平台，开展互联网私募股权融
资试点。

支持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权益
类交易市场、民间资本管理公
司等在股权投融资服务方面具
备较大优势，具有较强风险识
别和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发起
设立试点平台，依法开展互联
网私募股权融资业务。鼓励探

索建立专业化、特色化股权融
资运营模式，引导其立足本地
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围绕特定
行业，深耕细作，打造富有行业
特色的专业化互联网私募股权
融资平台。

到2020年，争取形成一批
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
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互
联网私募股权融资平台；培育
一批具备较强私募股权融资项
目领投能力的天使投资人和创
业投资机构，畅通投融资渠道；
孵化一批创业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和经济
增长点。

根据产交所公告，山东玻纤
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
后，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山东玻纤65 . 925%的股权，
临沂至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山东玻纤9 . 075%，新引进的
股东持有山东玻纤25%的股权。

山东玻纤位于临沂沂水，
主要从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的生产、销售，以及铂、铑、黄
金制品的销售。山东玻纤是国
资委首批改制上市的试点单
位，公司混改也走在了其他国
企的前面。2013年山东玻纤就

实行了以职工持股为主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成立了中层以
上共140人的临沂至诚公司，
出资3629 . 8639万元入股山东
玻纤，占比达到了12 . 1%。本次
进行增资扩股，山东玻纤的管
理层又有增持计划。

公开信息显示，山东玻纤
是临矿集团的四大支柱产业
之一，不过目前山东玻纤遇到
了资金瓶颈，企业负债率较
高，再融资能力减弱。

“今年上半年，山东玻纤利润
是7100多万元，同比有所增长，但

是随着众多项目陆续开工，山东
玻纤的现金流变得紧张起来。”一
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公开报
道显示，目前山东玻纤实施的工
程建设有6万吨ECER二期工程
建设、中碱一线技术升级改造、13
万吨原料生产项目等。

2013年山东玻纤改制时，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张希诚说,山东玻纤组
建成立时间不长，项目启动急
需资金注入,唯有上市融资、将
自身做大做强才能与国际玻
纤巨头进行正面交锋。临矿集

团迅速启动了山东玻纤的上
市计划。记者了解到，去年的1
月份，山东玻纤公司上市方案
已通过省国资委审核，力争
2015年实现深市上市。

不过，据记者掌握的信
息，按照上市推进计划，山东
玻纤本应于7月底完成增资扩
股，而目前已经到8月底，山东
玻纤增资扩股方案还未完成，
由此推断山东玻纤的上市进
程将延后。而有知情人士透
露，该公司的上市计划或已延
后到2016年。

本报济南8 月2 7 日讯（记
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近日，省发改委、省区域办组织
28个省直有关部门、单位组成
了7个检查组，于6月下旬至7
月上旬，深入“一圈一带”1 1
市，实地察看了200多个重点
园区、企业和重大项目，各组分
别形成了检查评析报告，并进
行了反馈。报告认为，济南正在
做大做强省会经济，西部隆起
带经济增速加快。

在蓝黄两区一圈一带展览
馆发放的《山东实施区域发展
战略纪实》中如此记载：“中心
城市规模小。与目前全国比较
有影响力的经济圈的中心城市
相比，省会济南规模偏小、人口
偏少、实力偏弱，产业层次效益
低。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地方财
政收支水平偏低……”

这一现象已经得到改观。
2 7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
到，2014年，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生产总值已突破2万亿元，
同比增长8 . 6%；占全省生产总
值的35 . 1%，对全省经济增长
贡献率为33 . 5%。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增长11 . 3%，高于全省
平均1 . 1个百分点；占全省比
重为31 . 6%，高于上年 0 . 3个
百分点。济南市努力做大做
强省会经济，深化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区域
金融中心建设，服务业增加
值占比全省最高，服务功能、

承载能力、辐射带动作用不断
增强。

同时，西部隆起带发展也
在加速。2014年，西部经济隆
起带生产总值达到 1 . 7 万亿
元，同比增长9 . 8%，增速快于
全省平均1 . 1个百分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0 . 9%，高
于全省平均0 . 7个百分点。菏
泽2014年生产总值增幅、城乡
居民收入增幅均居全省第 1
位。

我省测评“一圈一带”发展状况

西西部部隆隆起起带带经经济济增增速速快快于于全全省省

山东玻纤的技术人员正
在检验产品。(资料片)

8 月2 4 日，山东玻纤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方案在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披露。根据公告，
山东玻纤计划此次增资
比例为25 %，挂牌价格为
2 8 6 0 0 万元。不过按照山
东玻纤的 IPO上市推进计
划，目前的进程已经拖
后，何时登陆资本市场仍
是未知数。

增资扩股方案晚于既定计划

山山东东玻玻纤纤登登陆陆AA股股或或将将延延迟迟

本报记者 刘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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