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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客客汇汇路路演演项项目目收收获获意意外外之之喜喜
原本瞄准投资机构，却引出民间投资人“截和”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张頔）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山

东调查总队了解到，10月份，受猪
肉、鲜蛋以及鲜菜价格大幅下降
的影响，山东市场物价涨幅继续
回落，与上年同期比，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 . 0%，涨幅较
上月收窄0 . 3个百分点。

受生猪出栏量增加的影响，
猪肉价格涨幅收窄。带动全省肉
禽及其制品价格涨幅回落，本月
同比上涨6 . 7%，涨幅较上月收窄
0 . 8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 . 6%。由
于山东部分市县蔬菜滞销，鲜菜
价格大幅下降，环比下降22 . 9%。
其中大白菜、芹菜、西红柿等价格
均回落明显。全省鲜瓜果价格环
比上涨 0 . 6%。与上年同期比，鲜
菜价格上涨3 . 3%，鲜瓜果价格下
降15 . 0%。

我省10月份CPI

回落至1 . 0%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韩笑） 去年以来，针对金融机

构与小微企业之间缺乏互信了
解，金融机构“放贷难”、小微企业

“贷款难”的问题，山东省地方税
务局积极与金融部门协调，将纳
税信用转化为融资贷款信用，在
全省探索开展了“银税互动”助推
小微企业发展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据介绍，截至10月底，全省17

个市177个县(市、区、开发区等)地
税部门共向金融机构推荐了4 . 5

万户小微企业，经金融机构调查
核实，对 3 5 7 7 户小微企业授信
113 . 64亿元,对2583户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87 . 58亿元，户均贷款339

万元 ,惠及小微企业人数19 . 77万
人。

记者从山东省地方税务局了
解到，今年以来，省地税局通过开
展一系列“财税银联动”助推小微
企业发展活动，初步实现了税务
部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与金融机
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互动共
赢局面。这有效缓解了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引导小微企业规范经
营、合法纳税，同时为银行规避经
营风险提供了参考。

下一步，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将明确各级地税部门派专人负
责，主动做好与财政、金融办、人
民银行、银监局和各商业银行的
联系，着力在宣传辅导、落实政
策、强化督导以及加强协作等方
面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将工作做
好、做实、做具体，帮助广大小微
企业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省地税“银税互动”

助小微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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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 1 1日下午 2
点，创客汇专场路演在
大众传媒大厦27楼会
议室举办，三家企业现
场展示。其中，上马餐
饮管理公司的上马水
饺项目除了受到投资
大佬肯定外，还吸引了
民间投资人的青睐，并
表示出投资意向。另外
两家展示企业分别为
山东桌趣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聊城秒展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大
佬都进行了逐一点评。

本报记者 王颖颖 韩笑

在11月11日的创客汇专
场路演中，上马餐饮管理公司
的上马水饺项目成为明星项
目。上马水饺于去年创建，定位
于水饺快餐连锁，依托当前已
有的O2O 外卖平台，主营水
饺、面食、米饭等产品的外卖，
店面小而多。“我们的收入来源
包括店内堂食、窗口外卖以及
O2O外卖，店面小房租低，运
营成本很低，开一家店大概只
需要10万元，而且水饺全是手
工包，品质有保障。”上马水饺
负责人张斌介绍。上马水饺的
经营方式得到了得厚资本总经

理助理张文亮的认可，他认为
公司应当轻资产运营以减轻负
担，并建议考虑众筹。

除了受到投资大佬的认
可，上马水饺还收获意外之喜。
在往期路演中，本报曾报道过
青岛利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愿意释放股权融资的消息，主
投医疗器械和餐饮行业的民间
投资人张德海对此很感兴趣，
并报名参加了此次路演，张德
海表示，这两个行业投资额度
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他都在
考察。“虽然这次利康源没有
来，但上马水饺也不错，我很有
意向。”张德海说。

之所以对上马水饺表示出

兴趣，除了行业对口外，上马水
饺的收入模式及盈利能力他都
比较看好。“小店的运营成本
低，盈利能力强。而且他们经营
的水饺、面条、米饭等是大众需
求的产品，市场大。”路演结束
后，张德海与张斌在会议室交
谈许久，并表示出投资意向。

另外两个路演项目也亮点
纷呈，红图资本合伙人及执行
董事韩红与张文亮两位大佬进
行了逐一点评，并与现场20余
人分享投资观点、企业发展理
念等。

山东桌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桌面媒体广告
发布的创新型公司，公司针对

桌面媒体的特点设计开发了集
游戏、广告展示、二维码等功能
于一体的星语广告机，摆放在
餐桌上，为大家在等餐过程中
提供娱乐，并植入广告。计划融
资150万元，升级产品及扩大
产量等。韩红表示，该产品的优
势在于把广告位拉到了消费者
眼前，能够提高消费欲望及成
效。聊城秒展信息技术科技有
限公司的“妙展网”项目定位于

“展会+互联网”，为客户提供
会展平台及各种增值服务。“你
们的项目跟桌趣有点像，他们
是用线下带动线上，而你们则
是线上线下同时发展。”韩红说
道。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
者 李虎） 记者从11日举行
的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成品油
质量升级专项监管启动会上获
悉，我省将针对省内炼油企业
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油品供需
等情况进行专项监管，省内部
分加油站已经开始置换国Ⅴ标
准的汽油、柴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
部委《关于印发〈加快成品油质
量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山东省从 2016年 1月 1日

起，全省加油站供应的车用汽、
柴油全部达到国Ⅴ标准。从
2017年7月1日起，全省加油站
供应的普通柴油全部达到国Ⅳ
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全
省加油站供应的普通柴油全部
达到国Ⅴ标准。

据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
专员付海波介绍，目前山东省内
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炼化企业
已经全部完成油品质量升级工
作，部分地方炼化企业也已经完
成升级。目前山东省已经有20家

地炼企业具备国Ⅴ汽油生产能
力，15家地炼企业具备国Ⅴ柴油
生产能力，另有十余家地炼企业
正在实施油品升级工作。

同时，中石油、中石化等企
业已经正式生产国Ⅴ标准油
品，并且已经开始了流通渠道
的油品置换工作。中石油山东
销售分公司经理马瑞贤在会上
表示，11月1日起，中石油下属
加油站已经有节奏地开启了国
Ⅴ汽油、国Ⅴ柴油的升级置换
工作，并且确保在12月31日所

有销售车用汽油、车用柴油的
加油站都达到国五标准。

此外，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
办还将东明石化等9家已经获得
进口原油使用权的地方炼化企
业纳入监管重点，对进口原油使
用、淘汰落后产能、建设天然气
调峰储气设施及企业承诺兑现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果发现这
些企业有与国家要求及企业承
诺不符的不良行为，将会被停止
使用进口原油、纳入企业不良征
信记录以及列入黑名单。

我我省省专专项项监监管管炼炼油油企企业业油油品品置置换换升升级级
部分加油站已开始置换国五汽油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张頔） 2015天猫“双11”落下

帷幕，小米手机销量天猫、京东、
苏宁三大平台单品销量榜首，小
米天猫旗舰店总支付金额超过
12 . 54亿元，成功加冕天猫“双
11”全品类单店第一，手机销量
第一，实现三连冠。勇夺天猫“双
11”9项第一，携连续六个季度领
跑中国手机市场之勇，小米已经
成为消费电子首选品牌。

11日零点，小米天猫“双11”
活动正式开始。短短11分56秒，
小米天猫旗舰店支付金额就超
过一亿元。截至0时25分19秒，
支付金额突破2亿元，1点整突破
3亿元，1点28分突破4亿元，10
点48分突破7亿元。截止到13时
01分，天猫“双11”已过半场的时

候，小米的支付金额已经突破8
亿元。截止到23时23分，天猫“双
11”临近尾声，小米的支付金额
已经突破12亿元。

小米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中午12点，红米Note2拿
下了天猫、京东两大平台的单
品销售榜首。在京东平台的“双
11”活动上，小米单日销量率
先突破20万台。天猫“双11”全
网单店销售额第一也花落小米
官方旗舰店。小米囊括了天猫

“双11”手机品类单品第一、平
板电脑品类单品第一、智能设
备品类单品第一，而且，在3C
数码配件、影音电器、平板电
脑、智能设备以及网络设备五
大品类中，小米均保持了单店
支付金额第一。

此次小米生态链产品也拿
下多项第一，小米手环光感版成
为智能设备品类单品第一，并携
手小米插线板、小蚁智能摄像
机、小米体重秤三款小米生态链
产品一起包揽天猫“双11”全网
智能设备品类单品前四。

据悉，为确保订单及时准确
送到用户手中，在“双11”期间，
小米全国12大配送中心实现24
小时不间断发货，共投入了超过
1500人的“双11”物流保障团队。
11月11日当天的第一台小米手
机订单已于11日00点56分送至
厦门地区的一位用户手中，这与
支付时间相隔不足1个小时。

有电商人士评论称，天猫
“双11”购物节当天，销售数据是
直观的品牌硬实力展示，而物流

配送服务则是综合软实力的重
要考量因素。

根据国际调研公司 IHS
Technology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第三季度出货量数据，小米
以16 . 4%的市场份额再次稳居
国内智能手机第一。至此，小米
已经连续六个季度领跑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

在友盟统计公布的国内
Android设备的最新排名中，前
10位被小米和三星瓜分，其中小
米占据了6席，三星占据了四席。

根据天猫的数据显示，进入
2015年，小米天猫旗舰店一直保
持着每个月手机品类销量第一
的位置；在天猫公布的高端人群
消费排行中，苹果与小米再度位
列榜首。

““双双1111””落落幕幕小小米米成成为为大大赢赢家家
手机销量蝉联冠军 天猫旗舰店全品类单店第一

路演企业负责人在
介绍自己的项目。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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