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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喊你来创业”第二季启幕 扫二维码可快速报名

11亿亿创创投投资资金金寻寻找找山山东东创创业业先先锋锋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
者 刘相华） 从今天开始，
本报年度活动“总理喊你来创
业”第二季———“寻找山东纳
斯达克先锋”，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本报举办的一项贯穿全
年的大型公益活动，采取创业
大赛的形式，通过月赛、季赛、
预赛和决赛，从众多参赛创业
企业中选拔出10家企业，这10
家最终胜出的企业不仅将获
得荣誉称号，还能获得创投资
金的支持，本次活动的合作
方——— 开来证券提供的创投
资金将不少于1亿元。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风潮，从去年在齐鲁大地迅速
兴起并蔓延。为响应政府号召，
齐鲁晚报在去年5月推出“总理
喊你来创业”系列活动，在社会
上营造了浓厚的创业创新氛
围；6月份成立的齐鲁晚报创客
团，目前已成为省内最活跃的

创业者互助交流平台；10月份
开发“创客齐鲁”山东中小微企
业公益APP平台，并组建“创客
汇”会员组织，利用齐鲁晚报媒
体平台，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更
精细化地为我省中小微企业服
务，广受我省创客、投资人和创
业服务机构的好评。

今年的“寻找山东纳斯达
克先锋”评选活动是“总理喊
你来创业”活动升级版，现面
向社会征集优秀创业企业。报
名参赛企业需具备以下四个
条件：（1）企业注册地必须在
山东省内，不接受自然人报
名；（2）创业项目必须具备产
品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
等特点，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和发展潜力；（3）资金需求在
100万元—1000万元之间；（4）
原则上企业成立不足三年，实
缴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营
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员工

人数在50人以下，纳税额在50
万元以下，优秀的企业可适当
放宽条件。

开来证券是本次活动的合
作创投机构之一。目前开来证
券已经成功辅导推荐了300多
家企业登陆全国各大股权交易
市场，成为我国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的最大保荐商。开来证
券董事长王峰表示，开来证券
将全程跟踪选拔出来的创业项
目，对优秀创业企业进行投资，
合计资金不少于1亿元。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齐鲁
晚报将充分发挥媒体优势，对
我省优秀的创业公司和创业
者，全程提供专业的创业路
演、创客大讲堂等线上线下活
动，与我省创业者一起走上风
雨兼程的创业路程。齐鲁晚
报、齐鲁晚报APP“齐鲁壹
点”，将对本活动进行全程跟
踪报道。

会展业虽发展迅速，但还受配套落后制约

““室室内内展展55万万平平米米以以上上就就接接不不了了””

我省建设近海雷达

主动采集渔船信息

三年投资26亿扩大

乡村连片治理试点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严文达 李乐锋）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2016年，
山东省财政筹措资金4 . 91亿元，继
续扩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乡村连
片治理”试点。在各地科学规划、认
真筛选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将试
点项目由去年的59个扩大到68个，
试点村由493个扩大到571个。

三年来，“乡村连片治理”试点共
投入资金26 . 15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
财政投入12 . 58亿元，带动市级以下奖
补及整合资金投入10 . 99亿元，农民、
村集体及社会投入2 .58亿元。

据了解，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
指村民通过规范的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开展的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政府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的方
式，给予适当的财政奖补。其目的是
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为基础，以政
府奖补资金为引导，建立多方投入、
共同推进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
新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2013年起，山东省财政在全
省范围内有选择地开展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乡村连
片治理”试点，项目覆盖1254个行政
村，惠及村民143万人。从实施效果
看，项目区初步建成了一批基础设
施便利、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
美、社会安定和谐、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有力助推了全省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者 朱
洪蕾 通讯员 王永卫 董加伟）

记者从省海洋与渔业厅了解到，
2016年，山东省拟在沿海及中大型
执法船上建设近海海域雷达监控系
统，融合海洋渔船AIS系统、视频跟
踪监控系统、超短波和短波通信系
统，到2020年实现对山东省近海20

海里范围内海域渔船的主动、全时
信息采集、系统分析和实时显示，使
海洋渔船监控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
收集。

省海洋与渔业厅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山东省近海海域雷达监控系
统是一个集雷达监测、视频跟踪和
超短波、短波通信于一体的综合监
测指挥系统，主要由固定检测站—
省级指挥中心—市（县）指挥中心—
移动检测站四部分组成。

据了解，近海海域雷达监控系
统具备多种功能，能够进行实时通
信和信息核实，同时支持远程终端
接入，实现执法船对海上目标态势
的全面掌握。据介绍，整个项目预计
202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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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场馆，一年错失好多场大型会展

记者了解到，以济南
为例，场馆规模较大的仅
有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
心、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济
南园博园国际会展中心三
家。其中，济南舜耕国际会
展中心、济南国际会展中
心两场馆经营最好。

“我们去年开了136场
展会，平均每五天就有一
场。”负责两家会展经营的
山东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

两个场馆的展会数量占到
了济南展会的九成以上。
数据显示，两场馆的面积
分别为16900平米和50700
平米。

“会展规模在5万平米
以上的展会，我们都不去
争取，因为没有那么大的
场馆。”济南一位从事会
展业的业内人士表示，像
全国植保会、药交会、汽
配会、农机展、大型的糖
酒会、电动车展、车展都

有意向在济南开办大型的
展会，但是因为济南缺少5
万平米以上的大型场馆，
这些展会都与济南失之交
臂。

纵观全省，5万平米以
上的展馆屈指可数，仅有
青岛新南国际博览中心达
到了12万平米，为全省之
最。但该场馆位于青岛即
墨，交通不太便利，配套
也没有完善，所以利用率
不高。

会展业还处于粗放发展阶段

据业内人士介绍，展会
行业对经济的拉动是非常
大的，拉动系数高达1:9。一
场5万平米以上的大型展
会，产生的场地租赁费达四
五百万，按照1:9的拉动系
数，对当地经济贡献的增加
值为四五千万。“不光是场
租，还有广告宣传、特装搭
建、餐饮、住宿、旅游、购物
等诸多消费拉动。”

省展协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我省不少场馆
的建设都是企业主导投
资，“一些企业看到展会需

求旺盛，就盲目上马了一
些项目，但前期未进行充
分的市场调研，导致场馆
建成后闲置，且和周边场
馆同质化，从而形成了恶
性竞争。”

《2015年度山东省会
展业发展报告》指出，我省
缺乏全省的会展业发展规
划指导，特别是在会展业
城市空间布局、专业展会
空间布局等方面；一些城
市对会展业认识不够，对
会展市场调研不充分、定
位不准确，导致展馆重复

建设，展会同质化竞争的
现象经常发生。

山东省会展行业企业
在举办会展项目上大多处
于重数量、轻质量的小、
散、乱、粗放式发展阶段。
一方面，部分登记注册从
事展览业务的企业缺乏办
展经验和办展能力，办展
质量良莠不齐；另一方面，
部分会展企业虽已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但仍旧缺乏
参与国内外竞争的实力，
与著名展览企业相比，还
存在较大的差距。

近日，我省举办了第六届山东省会展行业年会。记者了解到，虽然我省展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会展业发展不
均衡，高质量、配套完善的场馆不多。在一些地区，展馆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济南，5万平
米以上的会展我们一般都不去争取，不是不想接，是接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场馆容纳。”一位从事会展业务
的业内人士这样抱怨。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如果您有创业梦想，
创业公司符合大赛要求，
请尽快提供完整的创业

（商业）计划书。
活动咨询电话：

0531-85196807
0531-85193838
齐鲁晚报创客团QQ

群 号 ：3 6 5 2 1 4 3 2 0 ；
464752642。

资料请发送至邮箱：

boy211567@163 .com或

379382169@qq.com。

本次活动特别开启了
报名绿色通道，参赛企业
还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一站式快速报名。

活动如何报名

省展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正在抓紧布局“两核五极多点”的战
略。省政府促进会展业改革发展的
意见提出，以青岛和济南为东西两
个核心城市，布局烟台、潍坊、临沂、
东营、威海五个次中心城市。

在产业空间布局上，依托当地
优势产业，会展业的空间布局将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重点发展海洋化工、海洋
医药、海洋新能源、海洋装备制造业
类展会；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食品加工类
展会；省会城市经济圈发展信息产
业、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现代物
流、文化产业、软件服务外包类展
会；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能源矿产、
工程机械、农资和农业机械、精细化
工类展会；其他各市培育一批专业
化展会，形成各具特色、互为补充、
错位发展、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同时，我省正在抓紧建设大型
场馆。目前已建成各类会展场馆36
个，在建的还有济南西城会展中心

（16万平方米）和青岛西海岸国际会
展中心、青岛红岛国际会展中心等。
另外，将逐步研究确立会展场馆的
公共属性，减少场馆运营成本，减轻
办展企业的负担。

我省会展业规划

“两核五极多点”

2015年12月1日，齐鲁晚
报“总理喊你来创业”第一季收
官，在当天举办的泰山创业峰
会上，来自青岛的一家高新企
业与创投资金签下2000万元的
投资协议。（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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