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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建建经经济济中中心心，，咱咱拼拼的的是是高高端端

济南举全市之力建设中
央商务区。做大做强本地法
人金融机构，扶持发展山东
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
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支持更多企业上市挂牌融
资，加快山东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全景网山东路演中心
等平台发展。培育孵化互联
网金融、股权众筹、私募资
金、融资租赁、金融中介服务
等新兴金融业态，吸引上市
公司或大型企业在济设立研
发总部、租赁公司、财务公司
等，促进山东新金融中心、汉
峪金谷等片区错位联动发
展。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济南的首位度

至少也得达15%

作为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
三的经济大省省会，济南目前多
数经济指标仅排在15个副省级
城市的第12或13位，在全省17
市经济总量也仅排在第3位。

这是济南目前经济状况的
排名，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在今
年的济南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省
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也
将这种尴尬摆到面上。

如此现状，让济南离一个
“中心”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不做小省会，首要任务就是提
升济南的首位度，这也是济南目
前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济
南市委相关人士表示。

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济南
市委党校济南市情研究所所长
冯雷的认同。

“所谓在全省的首位度，就
是济南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的
比重，”冯雷说，“目前济南的首
位度在全省只有不到10%，青岛
是接近15%。而济南要打造经济
中心，最理想的首位度应该达到
20%，至少也得有15%。”

这一数字实现后，也就意味
着达到了把济南建设成为带动
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

一经济中心的基本标准。摆在济
南面前的是一条长长的路。实现
这一目标并非唾手可得，也并不
是空喊口号，王文涛用了“跳起
来摘桃子”来形容难度。

“济南得拼一拼了。”冯雷
说：“现在必须得把自己的总
量做大，把经济结构优化，做
到提质增效。要不非但做不成
中心，反而会成为其他中心的
附属。”

三产占比60%以上

该有的优势都有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
济下行压力大这一弯道，“谁能
先适应转型升级，谁就能获得发
展的先机，”济南大学绿色发展
研究院院长张伟说。

要转型总有躲不过去的阵
痛。在冯雷看来，与一些城市相
比，济南的转型并不是太痛苦：

“济南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第
三产业占比达到60%以上。”

这对济南的转型而言本
身就是一个优势，基础好了，
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引擎，而打
造“四个中心”便是济南转型
的引擎。

“省会优势、地域优势、研发
科技人才，济南该有的优势都有
了，这些优势需要好好加以利
用。”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卫国说。

“济南设计”“济南智造”

要转型走高端路线

“利用这些优势，逐渐向高
端产业转型。”冯雷和张卫国持
同样观点。

显然，济南也意识到这一
点。在济南区域性经济中心建设
三年行动纲要中，济南提出的目
标是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
展，新的发展动力加速形成，现
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
支撑。

在张伟看来，“济南的经济
之所以不太行，就是因为缺少了
制造业的支撑，制造业是产业的
骨架，必须先把骨架撑起来。”而
目前，工业却是济南最大的短
板，仅排在全省第14位。“济南要
发展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产
业。”张卫国建议。

信息产业也将是济南未来
经济的一大增长极。张伟表示，

“济南现在有以浪潮为龙头的一
批信息产业公司，同时济南还有
高校和人才，这都是济南已有的
良好基础。”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建筑产业化等新兴的优势
产业也是济南努力的方向。

此外，济南还将通过对生产
性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的提
升，为济南打造一个服务品牌，

它将同“济南设计”和“济南智
造”一起，构建起高端品质高效
的现代产业体系。

不能只向上冲

短板不能再短下去

“做大经济总量、做强经济
实力，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核心，全面推动工业经济、服
务业经济、县域经济、外向型经
济、民营经济、总部经济等蓬勃
发展，不断扩大济南经济影响
力、区域带动力和环境吸引力，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面超过全
省平均水平，不断提高济南在
全国、全省区域经济格局中的
地位和作用。”这是王文涛为济
南市打造区域中心所下的定
义。

要实现这一目标，济南不能
只向上冲，一些传统的短板同样
不能忽视。其中，同工业经济一
样，县域经济、民营经济都是济
南一直以来存在的明显短板。

短板不能让它一直短下去，
既然存在问题，就该将其逐项击
破，从而将短板补齐。冯雷认为，
济南要发展县域经济，每个县域
单位都应该立足自身优势，发展
自己的主导产业。济阳的食品产
业和章丘的大型装备制造业就
是走的这条路子，“曾经济南在
这方面几乎没什么优势，现在好
多了。”

从从““三三朵朵金金花花””到到一一条条““华华尔尔街街””
新三板挂牌企业要从76家达到240家

本报记者 范佳

新三板挂牌企业

5年达到240家

区域性金融中心要建成啥
样，济南已经有了自己的路线
图。“通过5年努力，新三板挂牌
企业达到240家”是其中的目标
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济南
在金融方面有不少政策性支持，
也吸引了很多新兴行业的企业
落户济南。

近年来，一些市民发现，企
业界的“新鲜事”挺多，连收集路
边雨水的公司也挂牌上市了。顺
方管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这家公司被高新区提供的
优惠政策所吸引，顺利在新三板
挂牌。公司人事行政总监张传伟
笑着说，挂牌后，公司的总部、营
销中心、财务中心、设计研发都
将从外地迁到济南。

像顺方管业在新三板挂牌
一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上市，不断提升直接融资水平。
这便是济南为打造区域性金融
中心要进行的“企业上市挂牌行
动”之中的内容。

张传伟还发现，这两年新兴

的金融业态发展活跃。“比如股
权众筹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投
资者，把我们的项目推荐出去，
提高项目知名度。这对于企业是
很好的宣传平台，相比传统金融
模式，更加灵活。”张传伟说。

CBD是区域性

金融中心的核心

近年来，CBD、山东新金融
中心、汉峪金谷等都成为热点词
汇。不少市民感到纳闷：这些金
融集聚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
系，是相互竞争还是形成合力？

其实在举全市之力建设中
央商务区之前，济南的这片金融
沃土上有“三朵金花”，分别在市
中区、历下区和高新区。

作为济南市金融发展历史
最久的区域，市中区已经聚集了
银行、证券、保险等大批金融机
构和信托、担保等金融服务机
构，其中就包括农行、交行等山
东总部及齐鲁银行总部。如今，
山东新金融产业园也初具规模，
已有中粮期货、上海复星、深圳
创投等40余家新金融机构入驻，
培育了一批金融产业新亮点。

站在舜泰广场6号楼放眼对
面，经十路以南汉峪金谷内一座
座高楼也已拔地而起。“汉峪金
谷要借助高新区的区位优势和
产业优势，实现企业聚集，整合
金融资源，把科技和金融交接在
一起。形成文化+金融的独特发

展方向。”济高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昊说。紧挨着汉峪金谷，
历下区龙奥片区的建设也进入
高潮，这里将是金融企业进驻的
强大载体。

从“三朵金花”到一条“华尔
街”，如今CBD已经异军突起，将
策划十大金融招商项目，推进花
旗银行、港通融资租赁等总部入
驻。济南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CBD要被打造成未来济南乃
至山东省的金融高地，是区域性
金融中心的承载核心。CBD是层
次较高的金融机构的聚集区。

济南的金融格局

强调“错位互补”

“CBD和市中区的山东新金
融中心、高新区的汉峪金谷等金
融集聚区是‘错位互补’的关
系。”济南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CBD，其他金融区域
也可以吸引法人金融机构和金
融总部机构，但不是主流。主要

鼓励新业态布局，比如投资基
金、金融中介、互联网金融、众筹
金融等。

就如何“错位”，该负责人进
行了进一步解释：“通过政策鼓
励，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引进的，
将其中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法
人机构和金融业的总部机构，吸
引到中央商务区入驻。其他的传
统商务区，重点吸引当地产业配
套的金融业态。在短期之内，可
能存在同质竞争的情况。但从政
府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宏观
布局来看，可以通过政策鼓励把
各金融中心区别开来。”

“汉峪金谷需要依据高新区
科创企业集中的产业优势、与高
新区相邻的区位优势，由政府推
动把投资、基金吸引进来。这既有
利于当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
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像历城区
和长清区的物流业发展较好，现
在要成立物流银行、科技银行等，
都是根据产业、行业特点，有针对
性地进行融资。”该负责人说。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济南提出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所谓在全省的首位度，就是济南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的比重，目前济南的首位度

在全省只有不到10%，青岛是接近15%。济南要打造经济中心，最理想的首位度应该达
到20%，至少也得有15%。”

在高新区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的丁浩，经常要从经十路
往返。这两年，他发现路两旁的高楼一年比一年多，越来越
多的银行、金融机构和他的公司成了“邻居”。前不久，丁浩
从新闻上了解到，济南要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入驻。

中央商务区(效果图)将成为济南金融的核心。

深一度

以智能制造、“互联网
+”为引领，突出优势产业、
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整合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力争用三年时间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300家、服务
业企业200家以上，打造“济
南设计”、“济南智造”、“济南
服务”品牌。推出《中国制造
2025》济南实施方案，出台智
能制造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建设东部、西部两大智能制
造研发服务平台，实施“机器
换人”示范工程，推进高档数
控机床和机器人产业化与应
用。加快生产制造向“生产+

服务”转型。深化实施“五个
一批”梯度培育工程，加强12

个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建
设，促进中小微企业和特色
产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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