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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小小企企业业互互联联网网++论论坛坛周周二二举举行行
我省互联网+创业卓越典型代表将分享成功经验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
者 马绍栋） 由省中小企业
局、大众报业集团主办，齐鲁晚
报承办的2015山东中小企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将于
12月1日（本周二）在济南南郊
宾馆举行。其间将发布从全省
范围推举出的110个“2015山东
中小企业创业互联网+卓越典
型”，并邀请部分卓越代表分享
经验模式。此外，会上还将邀请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澄解读“中
国制造2025”，同步启动山东省
中小企业信息化平台“好采山
东”。

今年9月份，本报联合省中

小企业局发起“2015山东中小
企业创业互联网+行动”，在前
期报道预热基础上，结合各市
推荐，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一批
2015山东中小企业创业“互联
网+”行动卓越企业和个人。目
前已推出2015山东中小企业创
业互联网+卓越创新企业3 0
家、卓越贡献人20个、特色产业
强镇20个、卓越电商20个、卓越
平台20个。（详细名单见省中小
企 业 局 官 网 h t t p : / /
www.sdqy.gov.cn/）

记者了解到，这批典型均
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探
索出各具特色的独特发展模

式，他们或借力电子商务提前
转型开辟了销售新蓝海；或者
围绕电商产业链搭建公共服务
平台；或者用互联网+思维改
造企业和行业。广大中小微企
业是山东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强大的后备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不
仅是中小微企业的风口，更是
山东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
的风口。此次论坛期间，三家典
型将分享自己的互联网+经
验，为全省中小企业触网发展
提供新助力。

同时，本次高峰论坛邀请
到清华大学教授 、博 士 生 导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澄解
读“中国制造2 0 2 5——— 信息
化助推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
制 造 强 国 ”。吴 院 士 是 国 家
C 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国家9 7 3项目“复杂生产
制造过程实时智能控制与优
化理论方法”首席科学家，对
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有
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在互
联网+大背景下，相信他的解
读将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带来
新的启示。此外，本次论坛还将
启动山东省中小企业信息化平
台“好采山东”，并举行智能制
造服务专题培训。

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刘帅）
10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 . 9%，呈现逆势趋稳态势。
山东省经信委介绍，10月份，在

全国工业增速持续回落的情况下，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 9%，比9月份提高0 . 2个百分点，分
别高于全国（5 . 6%）2 . 3个、东部地区

（6 . 5%）1 . 4个百分点，呈现出逆势趋
稳态势。

省经信委介绍，重点行业运行
总体平稳，但行业间分化差距明显
拉大。高端装备、石油加工、化工、橡
胶轮胎、有色金属、医药等特色类行
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
当月增加值增长17%，石油加工及炼
焦增长19 . 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增长13 . 2%，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9 . 1 %，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增长
17 . 9%，医药增长11 . 4%。”

山东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煤炭、石油、建材、钢铁等能源原
材料及传统机械行业依然低迷。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张頔） 历时4个月的山东省“智库
杯青春@科技创吧”创意设计大赛
于28日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多个高
校的53个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
具有创业前景的项目团队还将与省
内首家投资驱动型孵化器——— 智库
@创吧签署优先入驻协议，享受一
系列的创业孵化服务。

大赛评审由山东智库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等创投机构组织实施，采
用网络互动、大众参与、网络投票和
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3名，分别为水下大口
径管道沟槽式连接件安装作业机器
人、基于物联网的车内安防系统、餐
饮垃圾处理装置，各获得3000元奖
金，二等奖10名，三等奖40名。

一手强势拓展农村市场，一手助推传统企业触网升级

电电商商““进进城城下下乡乡””的的莒莒县县模模式式
随着双十一购物节落

幕，日照莒县一跃成为电商
界关注的焦点。农村淘宝交
易额“土豪村”前十名中有两
个来自莒县，全县淘宝交易
总额高居全国第二。记者日
前在莒县采访了解到，这一
亮眼成绩的取得跟莒县提前
转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密
不可分，从引进电商大佬阿
里巴巴强势拓展农村市场，
到推动传统企业触网升级，
打响了一场电商进城下乡的
会战。

“我每天主要负责帮村民
们在淘宝上买东西，最高时一个
月买了9 .7万元的货。”在莒县阎
庄镇农村淘宝服务站，27岁的陈
晓龙身穿标志性的橙色工作服，
在电脑前熟练地进行各类购物
操作，他打开当天的订单中心向
记者展示帮村民购物的成果：在
一长串“宝贝”名单上，羽绒服、
手套、电热水壶、液晶电视等各
种日常用品应有尽有。

陈晓龙是阿里巴巴在莒县
设立的首批47个村淘服务站的
合伙人之一，在这个50平米左
右的服务站里，所有农村淘宝
的宣传、装修都已经做好，房屋
租金前两年由乡镇全额提供，
后3年由乡镇和他各承担50%。
他主要负责帮村民代买，农村

土特产品代卖及便民、物流、网
上缴费、村级电商氛围营造等。

“像这些产品都是我看到比较
合适抢下来的，村民来这里看
着好就可以平价买走。”陈晓龙
指着货架上9 . 9元/ 3双的袜
子、10 . 5元/个的折叠拖把介
绍说，买这些主要是让村民们
认识了解网购，并培养这种习
惯。

除了代买，依托农村各类
土特产，服务站也开展代卖的
业务。在服务站另一个货架
上记者看到，当地的小米、银
杏果等都已经上线，尤其阎
庄镇生产的特色“月子米”，
正成为网上热销的土特产品。

“镇党委统一产品验货，找一些
权威机构、相关单位，把关检测

这些产品质量。村里发货，我
主要负责网上推广。”陈晓龙
表示，今年以来，他通过网店
仅特色农产品一项销售额就达
62万元。

莒县民营经济办公室主任
徐厚贵表示，今年8月份，莒县
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正式签订
了农村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
议，这是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
目2 . 0模式在山东的首批试点
县，而像陈晓龙所在的渚汀村，
已有54户在淘宝网上注册开通
了店铺，热卖的黄金小米，1个
月销量达到3吨。

在莒县阿里巴巴农村淘宝
服务中心，名为“莒县特色产品
展区”颇为引入注目，本地的各
类土特产品应有尽有，已有41

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320种。
这里还入驻了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的服务团队，主要负责村淘
项目落地、电商人才培训、特色
农产品网销等。

“现在网上一天能有70-
100单，应该说本地的特色产品
非常受认可。”入驻该中心的创
世云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商
部经理王晓鹏告诉记者，他们
目前的电商团队已经达到了13
人，主要销售全县有特色的产
品，有农民直接送来的农副产
品，也有本地厂家加工生产的
食品。“这个展示区也会实现扫
码购货，非常方便。”

徐厚贵表示，计划到2017
年底前，莒县发展阿里巴巴农
村淘宝村级服务站220个。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小米一月卖3吨，3年建设220个村淘服务站

触网7个月产品两次升级，出口食品“攻入”国内快餐店

“我们从年初组建电商部
门，在各个平台开了店铺，到今
年3月份正式上线，这是我们的
产品首次触网，现在7个月时间
摸索下来，一天能卖200-300
单，金额在1 . 5万元左右。”莒
县金穗工贸有限公司电商部经
理杨焕彬告诉记者，作为传统
的食品加工企业，当前的经济
形势下销售压力也非常大，而
电商除了帮助扩大销售，也正
成为公司改进产品的新方式。

“线下做产品的最大弱点
是不知道顾客在想什么。我们
生产出产品给批发商，再给零
售商，至于顾客是什么年龄段？

什么身份、职务？收入水平、消
费水平都不知道。而现在通过
网销，这些都能掌握，而且通过
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反馈，还
可以把产品不足逐步完善。”杨
焕彬举例说，7个月运营让他们
总结出好多问题，进行了两次
产品升级。原来他们的方便米
饭只有150克，且只有酱包，不
太适合所有人需要，根据用户
反馈，公司加上了一包菜，酱包
减了一半，包装也升级。

正是依靠这种互联网反馈
机制，金穗工贸新产品开发出
来都会先放到线上测试，通过
不断试错加以改进。“菜包开发

出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
放到线上看转化率，这样就做
到了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
避免了以前盲目生产。”

“之前我们公司产品的九
成以上都出口，做了电商后，国
内客户拓展很快。”山东恒宝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志
芳告诉记者，公司专注做各种
调理食品、速冻食品，远销日
本、澳大利亚等。从去年9月份
开始，公司在网上开设店铺，由
于产品需要冷链发货，成本较
高，所以直接对消费端的电商
并不好做。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

候，上海一家快餐连锁却找上
门来。原来恒宝的调理食品非
常符合他们的需求，在网上看
到产品信息后，这家连锁就决
定上门来实地查看一下，双方
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借助电商，
恒宝的各项产品在国内迅速打
开销路。“像日式料理，吉野家
等知名品牌在北京、天津、上
海、杭州、广州等连锁店都用我
们的产品，国内快餐连锁如外
婆家等，电商是一个很好的媒
介，客户在网上看到产品后跟
我们联系，由于他们要的量比
较大，一般都会主动上门找过
来，然后建立长期合作。”

10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 . 9%

山东省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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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工贸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准备互联网订单的生产原料。

了解更多中小企业互联网+

内 容 ，请 加 入 Q Q 交 流 群 :
483961397或扫描众行齐鲁创客
服务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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