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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虽然降了，质量和效益都升了

省省管管企企业业三三年年降降本本增增效效770000亿亿
齐鲁股交中心4家企业

集中登陆新三板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
者 刘相华） 1月21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俗称 :新三板）迎来齐鲁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第三批集
中对接挂牌仪式，该中心 4家
优质挂牌企业由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成功转板到全国场外交
易市场。

这4家企业分别是山东科
耐燃气冰箱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山东中阳碳素股份有
限公司。

据悉，2014年1月16日，山
东省金融办与全国股转系统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共同
探索建立全国股转系统与区域
性股权市场的有机联系，推动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创新发展。
此后，双方共同努力在全国率
先建立了“批量对接机制”，截
至今天共有26家企业在区域性
股权市场规范培育的基础上，
实现了批量转板，快速登陆了

“新三板”，另有27家挂牌企业
启动了转板程序。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作为山
东省重要的资本市场平台，按
照省政府部署，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近期目标是建成全省中小
企业投融资平台，中远期目标
是建成以资本要素为特征的金
融综合交易平台。

双星牵手恒宇科技

创造行业整合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青岛双星
积极响应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号
召，与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
在青岛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共同投资组建青岛星恒轮胎
有限公司，发挥双方优势，推进
行业整合，共拓共赢市场。

据了解，双星和恒宇结成
战略伙伴，创造了行业整合新
模式。双方合作将充分利用双
星的平台和资金优势，发挥恒
宇现有品牌、产品和制造能力，
让恒宇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
尽快把恒宇打造成行业内有差
异化的轮胎制造商。同时，通过
制造能力的整合，加速双星“三
化两圈”物联网战略的实施。

此次与恒宇科技达成战略
合作，是双星抓住中国轮胎行
业的转型契机，依托与平安银
行共同建立的首只轮胎产业基
金优势，在轮胎全球化整合的
具体实践和轮胎产业链的拓
展，将助力恒宇科技提高轮胎
制造技术、轮胎智能化装备和
制造水平，加速双星在中国轮
胎市场的战略布局，强化双星
的行业引领作用，并在轮胎供
给侧改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21日，记者从山
东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15年山东省
管 企 业 在 煤 炭 、钢
铁、机械等传统产业
资产占比超过三分
之二以上、且主要产
品价格大幅下滑甚
至部分行业全行业
亏损的情况下，实现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3 . 0 8%。另据统计，
2013-2015年，省管企
业三年累计实现降
本增效700亿元。

省国资委主任张新文在发
布会上介绍，从数据上看，省管
企业营业收入虽然出现下降，
可利润总额仍同比实现增长，
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此张
新文表示，这显示了省管企业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进一步
提升。

数据显示，在山东省管企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
造业、高端服务业企业发展迅
速，2015年其利润总额达到140
亿元，同比增长了18 . 64%。“金
融、类金融企业，以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端服务业企业数量
虽然只占到20%左右，但创造
了约80%的利润。”张新文说。

“山东国企改革基本做到
了无遗漏、有拓展；无抵触、有
深化；无越位、有创新。”张新文
介绍说，在新一轮国企改革进
程中，山东省强化顶层设计，出
台的一系列国企改革文件完全
符合中央文件精神，是在中央

大政方针框架下具有山东特
色、务实创新的方案设计。

为推进改革措施落实，山
东省国资委将《关于深化省属
国有企业改革几项重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细化分解为20类70
项改革任务，根据完成时限倒
排工期，以10天为一个时间单
位设计安排工作进度。截至
2015年底，其中的67项改革任
务均已完成。

据张新文介绍，划转国有
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组建改
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
管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山东省走在了全国前列，并
创造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
革经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

“山东模式”。
其中，2015年来，山东省管

企业新配董事159名，董事会成
员基本配齐。改进监事会设置
体制，省管企业监事会实现全

覆盖。此外，契约化管理试点企
业已达19户。目前，正在推进的
11户企业中涉及的51名高管人
员，有47名选择了契约化。2015
年底，混合所有制改革首批选
择在58户企业展开了试点。省
管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也达到了
26家。

此外，山东省国资委还建
立了企业改革创新免责机制。
2015年，山东省管企业全年科
技支出预计达到73亿元，同比
增长8 . 31%。

除优化布局国有资本外，
山东省管企业还通过实施各种
降本增效措施，对冲需求下降、
价格下跌影响并取得成效。据
统计，2013-2015年，山东省管
企业三年累计实现降本增效
700亿元。其中，2013年211亿
元，2014年 193亿元，2015年
296亿元。

据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
樊军介绍，三年来煤炭、钢铁、

黄金等主要工业产品单位成
本的下降，使省管企业实现降
本增效638亿元。此外，企业还
通过压缩管理费用、控制人工
成本，加强了降本增效成果。
据介绍，2015年煤炭、钢铁、黄
金等行业经营形势异常严峻，
相关企业按照“效益升、工资
升，效益降、工资降”的原则，
严格控制职工薪酬、压缩人工
成本，兖矿集团、山东能源、山
东钢铁、山东黄金4户企业职
工薪酬同比合计减少39亿元，
降幅8%。

据樊军介绍，兖矿集团在
降本增效方面的措施较为典
型。该集团通过亏损企业治理、
内部市场化改革和整治利益输
送等六项措施，在2013-2015年
累 计 降 本 增 效 额 2 2 5 亿 元 。

“2016年，降本增效仍然是省管
企业应对经济形势、实现保增
长目标的重要措施。”樊军表
示。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者
李虎 通讯员 郭轶敏 段

德咏） 记者21日从国网山东
电力了解到，截至2015年底，山
东电网并网风电、光伏发电及
生物质能发电等新能源容量共
计958 . 54万千瓦，占全省电网
总装机容量的14 . 66%，全年共
为山东贡献了179 . 75亿千瓦时
清洁电能，占全省全年社会用
电量的4 . 37%。

据介绍，在清洁能源“三驾
马车”中，分量最重、贡献最大
的是风电，截至2015年底，山东
电网并网风电场 106座，机组
4644台，容量729 . 84万千瓦，同
比增长 17 . 30%；全年发电量
1 1 2 . 1 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 71%。

“跑得最快”的是太阳能光
伏发电，截至2015年底，山东全
省光伏发电容量突破100万千
瓦大关，达到112 . 80万千瓦。其
中，统调光伏电站 35座，容量
7 0 . 2 0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222 . 61%；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1145个，容量42 . 60万千瓦，
同比增长207 . 86%，其中居民
个人项目845个。统调光伏电站
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驾齐
驱，双双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这
些光伏电厂全年发电量5 . 2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 23%。包
括垃圾发电厂在内的生物质能
发电厂截至 2015年底达到 53
座，发电容量为115 . 90万千瓦，
同比增长18 . 57%；全年发电量
6 2 . 3 6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5 . 02%。
风电和光伏发电共同的特

点是“看天吃饭”，非常“任性”。
电机机组2015年11月份最大出
力为530万千瓦，最小出力只有
30千瓦，相差非常悬殊。对此，
国网山东电力开发应用了新能
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能够准
确预测清洁能源发电功率。在
摸清风电、光伏发电“脾性”的
基础上，国网山东电力在编制
发电计划时，优先安排新能源
机组发电上网，做到了新能源
发电的全额消纳。

风电机组除了“任性”之
外，通常远离负荷中心，为了接
纳清洁能源发电全额上网消
纳，山东电网有针对性地加强
了地区电网规划建设。以东营

电网为例，并网风电机组容量
79万千瓦，大部分分布在北部
的河口区，仅汇入220千伏学堂
变电站的风电容量就高达55万
千瓦，而河口区用电负荷只有
20多万千瓦，当地消化不了。

国网东营供电公司调控中
心专工卢斌介绍说，原先东营
电网南北部之间联络比较弱，
这些风电汇入学堂变电站后，
只能通过220千伏车学线输送
到滨州电网，给电网安全运行
带来了不少困扰。对此，国网山
东电力全面加强东营电网规划
建设，于2015年建成了500千伏
海口变电站、220千伏陈庄变电
站，提高了东营北部的风电南
送能力和当地消化能力，电网
运行更安全了。

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年发电180亿千瓦时

去去年年山山东东新新能能源源发发电电全全额额消消纳纳

本报记者 刘德峰
实习生 宋鸽

省市两级国资监
管机构监管企业
资产总额

全 年 营
业收入

实 现 利
润总额

实现营业
收入

实现利润
总额

2299331100亿亿元元

增增长长1122 .. 2288%%

1100886655亿亿元元

下下降降77 .. 6677%%
443333亿亿元元

增增长长11 .. 6644%%

1144991155亿亿元元

增增长长1100 .. 3311%%

省管企业
资产总额

66665588亿亿元元

下下降降1111 .. 0099%%
117777 .. 33亿亿元元

增增长长33 .. 0088%%

2015年全省国企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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