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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家省属文化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领领航航传传媒媒昨昨日日挂挂牌牌新新三三板板
本报北京11月3日讯（记者

刘德峰） 11月3日下午，大
众报业集团参股，山东广播电
视台所属的北京鲁视领航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领航传媒”），在北京市金融街
举行挂牌上市仪式，正式宣告
登陆新三板。它也成为山东首
家在资本市场挂牌的省属文化
企业。副省长季缃绮出席了挂
牌仪式。

“在新三板正式挂牌上市，
标志着领航传媒全面打通了产
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渠道。”3
日下午，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
吕芃表示。

“公司不仅可以通过公开

转让、定向增发进行权益性融
资，也可以通过优先股、私募
债、可转债等融资工具进行债
务性融资。”领航传媒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还将有利于领
航传媒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有效促进资金流动，增加品
牌价值。

据吕芃介绍，借助登陆新
三板的契机，在业务上，领航传
媒今后还将持续依托视听内容
的生产优势，秉承内容产业与
现代数字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业
务发展方向，专注儿童成长，以
多媒体、数字化的理念整合、开
发产品和服务。

在管理上，该公司内部将
实行项目经理人制度，针对文
化创意人才的核心因素，积极
探索合伙人制度。此外，“通过
兼并、重组发展快速提升行业
地位，力争建设成为国内最大
的青少儿内容产业运营商”，吕
芃表示。

据了解，领航传媒是山东
广播电视台的下属企业，2005
年3月在北京注册成立，是国家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省级
重点文化企业。

该公司主业聚焦儿童成
长，以“内容+”、“平台融合”为
产品开发与产业发展战略，面
向儿童及相关群体提供内容、

产品与服务，形成以内容为核
心竞争力、内容产品销售为基
础业务、内容延伸产业开发为
主要发展方向的生态业务格
局，致力打造一个由“媒体传播
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幼儿
园线下线上加盟平台”三位一
体、相互作用、相互协作、融合
发展的领航儿童教育、娱乐与
生活服务产业生态圈。

另据介绍，截至目前，领
航传媒已研发出“小动仔领航
智慧本”、“小动仔思维创意
教具箱”和“贝贝城”等系列
特色产品，发展成为全国最大
的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视听
内容供应商。

康菲溢油案追踪报道：

从不予立案到立案受理，山东渔民诉康菲案代理律师称，这表明———

““国国家家对对环环境境污污染染重重视视程程度度越越来来越越高高””

牟平渔民贺业才，2 0 1 1
年养殖了一万八千笼扇贝，
2011年渤海湾发生漏油事故
的时候，他养殖的扇贝苗几乎
全部死亡，按照2 0 1 0年的收
成来计算，经济损失达到两百
多万元。

损失惨重的不是贺业才
一人，据当地渔民介绍，因为
油污，受损养殖户人数最多的
要数长岛县砣矶镇，长岛渔民
王忠国估算，仅砣矶镇就至少
有250户居民遭受损失。而由

于漏油的污染影响持续存在，
“扇贝养了就死”，之后的这几
年，王忠国只能“改养海带，维
持生存”。

据贾方义律师介绍，渤海
漏油事故中长岛一带属于重灾
区，但即便是距离事故现场非
常近，像王忠国这样的山东渔
民，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这也是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提起
诉讼的原因。贾方义律师称，在
之前他代理的在美国起诉康菲
公司一案的渔民数量就已经达

到了500多人，后来又增加了不
少莱州渔民。这次青岛海事法
院立案后，估计还会有不少山
东渔民会提起诉讼。

11月1日，贺业才收到了
来自青岛海事法院的受理案
件通知书，贺业才需要缴纳2
万5千多的案件受理费用，而
其他渔民，根据索赔数额的大
小 ，按 照《 诉 讼 费 用 交 纳 办
法》中关于财产案件诉讼费用
缴纳相关标准的规定，也大都
需要缴纳上万元的案件受理

费用。
贾方义律师说，经历损失

之后，目前很多渔民经济很不
宽裕，11月5日他将与渔民代
表一起依法向法院提交申请，
希望能够减免一部分渔民的
案件受理费。

在贾方义律师看来，渔民
诉康菲案能够立案，尤其是天
津海事法院已经有了判决结
果，这“表明国家层面，特别是
司法层面对于环境污染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

明年起我省县城

开建绿色建筑

新泰市第二届O2O

购物节10日开幕

本报泰安11月3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崔仲恺 王静

杨柳） 11月10日，新泰市将举
办第二届O2O购物节暨跨境电商
产业园和新易泰电商物流产业园
开园仪式。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

月15日，共设标准展位600余个，
将汇集4000多种进口商品、3000

多种国内商品进行展销。
10日，第二届O2O购物节暨

跨境电商产业园和新易泰电商物
流产业园开园仪式主会场将设在
新泰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届时，将
广泛邀请国内外经贸企业、商家
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观跨境电商
产业园和新易泰电商物流产业
园，进行境外境内产品展示展销
等活动。

目前，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进行中，跨境电商产业园设立
进口商品展区、出口商品（网货）
展区、电商咖啡茶艺休闲区，新易
泰电商物流产业园展区设立10个
展区，分别为乡镇展区、电子商务
展区、房地产展区、汽车展区、金
融保险展区、工业产品展区、生活
食品展区、特色农产品区、盆景奇
石展区和茶艺展示区。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电子商务
论坛和文娱活动，邀请国内知名
电子商务专家，探索新泰市如何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
发挥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互联网
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促
进产业“生态融合发展”，并以此
为平台，更好地宣传推介新泰。

本报济南11月3日讯（记者
孟敏） 3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获悉，我省将全面执行
国家公共建筑节能65%和省居住
建筑节能75%的新设计标准。深
入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自明年起
县城及以上城市规划区新建建
筑全部执行省绿色建筑设计规
范，积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

同时推进既有居住建筑供
热计量与节能改造，确保完成今
年任务，“十三五”基本完成具备
改造价值老旧小区的节能改造。
完善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做
好监测平台运行管理、公建节能
改造、“节约型医院（校园）”工
作。抓好26个智慧城市试点创建，
重点突破智慧社区（住区）等应
用系统建设。积极开展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试点项目建设，争取
17个市均有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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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零时汽柴油每升降价约一毛钱

半半个个月月后后油油价价还还有有望望继继续续下下调调
本报济南11月3日讯（记者

刘相华） 11月3日24时年
内第10次下调窗口如期开启，
记者从多家机构获悉，本次调
价幅度为汽油跌幅为125元/
吨，柴油为125元/吨。折合升价
为93#汽油跌0 . 10元/升，0#柴
油跌0 . 11元/升。

隆众石化网分析师杨叶
介绍，在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并
没有得到缓解的大环境下，本
调价周期内美国原油库存居
高不下、美元指数增强、以及
中国经济数据不佳等利空因

素多重打压，国际原油收盘价
格震荡回落，并带动变化率不
断负向加深。

油价下调，消费者受益。
成品油价格的下调，势必会减
少以汽柴油作为燃料的下游
消费者的燃油成本，不过本轮
调整幅度相对较小，私家车车
主燃油成本减少有限。根据卓
创资讯测算显示，以一辆百公
里油耗10升、月跑2000公里
的小型私家车为例，此轮93#
汽油每升下跌0 . 1 0元，截至
下一调价周期（约半个月），

该私家车主的燃油费用仅减
少10元。

截至目前，年内我国油价
共经历21轮调价周期，其中十
次下调，七次上调，另有四次
因幅度不足50元/吨而暂不调
整。共累计汽油下调4 4 0元/
吨，柴油下调495元/吨；折合零
售汽油每升下调0 . 32元，柴油
每升下调0 . 44元。

下一轮油价调整将于11
月17日24时开启，目前国际原
油供应过剩继续增加价格下
行担忧，下轮成品油价格或继

续小幅下调。
隆众石化网分析师李彦

表示，国际原油在1 0月下旬
再度走弱，全球供应过剩带来
忧虑情绪，同时中国经济放
缓、也对原油需求形成拖累。
另外全球制造业走软，使得经
济大环境堪忧，偏高的原油库
存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整
体来看，利空因素再度对利好
因素形成压制，油价反弹依旧
乏力，后市前景亦不乐观。预
计下一轮成品油下跌概率偏
大。

拖了4年的山东渔
民诉康菲公司案终于
能够立案受理了，案件
代理律师贾方义和郭
乘希3日称，当务之急
是协助渔民向法院申
请缓交或减免案件受
理费。贾方义认为，山
东渔民诉康菲能够立
案，表明国家对环境污
染的重视程度逐步提
高。

本报记者 朱洪蕾

渤海漏油事件发生
后，本报就对此进行追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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