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12

2016年6月2日 星期四
编辑：肖龙凤 美编：石岩 组版：颜莉身边

我省交2015年环保成绩单

去去年年蓝蓝天天白白云云天天数数多多了了1155天天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韩笑 实习生 于丽丽） 1

日，省环保厅发布《2015年山东
省环境状况公报》。去年，全省
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为
214 . 7天，同比增加15 . 1天；重
污染天数为29 . 9天，同比减少
了4 . 8天。空气质量指数同比
改善7 . 9%，全省无酸雨城市。

2015年，全省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量均比2010年下降十几个百分
点，均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
五”减排目标任务。此外，省控
重点河流在2010年全部恢复鱼
类生长的基础上，2015年底基
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实现了水
环境质量连续13年持续改善。

2 0 1 5年，全省PM2 . 5、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平均
浓度比2013年分别改善22 .4%、
18.1%、36.6%、14.6%，超额完成
国家下达的考核目标。

全省昼间城市区域声环境
质量总体较好，区域声环境平
均等效声级值范围在51 . 3～
57 . 6分贝之间。城市功能区声
环境，达标率昼间高于夜间。其
中，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工业
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
防止噪声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的区域）昼夜达标率为99 . 2%，
好于其他类声环境功能区。

根据所采集分析的1278个
降水样品，全省17个设区城市
降水pH年均值均大于5 . 60，全
省无酸雨城市。降水样品中检
出酸雨样品19个，分别来自济
南、潍坊和威海。

在固定废物治理方面，城
市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到
99 . 92%。2015年，全省共处置医
疗废物5 . 5万吨，集中处置率达
95%以上。青岛、烟台、临沂已建
成4家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
理企业，年拆解处理820多万台。

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稳
定，全省未发生辐射事故，全省
电磁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较好。

此外，齐鲁晚报记者从省
环保厅获悉，目前我省正在对
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进行排查。
在企业关停、并转、破产或搬迁
后，以化工、农药、医药制药、金
属冶炼等行业及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等可能造成污染
的工业企业为重点，开展排查。
排查所得污染场地清单，将抄
送同级的城建部门、国土部门。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解决了用户困难
减少了无效低端供给

面对当下的经济困局，除
了抱怨，很少有理性声音反思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很多企
业老板往往只会强调：我的产
品材质多好、质量多好、工艺多
高，如此云云。可企业认为好的
产品一定会有好市场吗？

其实当下热门的供给侧改
革，主体思路就是推进结构调
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使供给体
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让资源从产能过剩产业流动到
有高需求的新兴产业去。

来自临沂的鹏程集团的
做法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本
来它只是临沂板材产业集群
中一家非常普通的企业，靠
做工程建筑用的木制圆形、
方形模板为主业。十几年做
下来，公司一年销售额达到
了4个亿左右。一次偶然的机
会，客户在下订单时提出：能
不能把固定模板的架子也做
好，这样他们可以一站式购
齐，直接到工地安装。

公司立马跟进服务，并顺
势就此要求对所有行业客户进
行回访调研，发现需求很大。因
此鹏程集团下定决心研发，累
计投入上千万元，做出了配套
固定用的架构件。果然，产品一
出来就遭到客户“哄抢”，再加
上国外的客户，订单一下子多

得做不过来，而且都是中建、中
铁五局、八局等中字头央企。仅
架构件这一个产品就做到3个
亿以上，眼看要超过公司原来
的看家业务木制模板。“我们的
新厂还有20天左右就投产，但
仍赶不上订单增长的速度。”公
司总经理张连玉说，要想法满
足客户的需求，客户高兴了自
然会继续来找你。

立足市场需求来组织研发
和生产，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
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
经济形态，正是供给侧改革的
题中应有之义。像鹏程集团一
样，尝到甜头后，公司继续研究
客户需求，陆续做出了扫码定
位软件等产品，并将设计、安装
等打包成服务，实现了由卖产
品向卖服务的转型。

盯着市场做好了产品
需求变成了订单

真正有效的市场需求在
哪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矫
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
扭曲，消除有效供给不适应
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使供
需 在 更 高 水 平 实 现 新 的 平
衡。从这个角度讲，提高全要
素生产力，低碳绿色发展，抢
抓别人抓不到的机遇，才能将
需求变成订单。

在威海新北洋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一个投资3 . 5亿
元打造的3万平米钣金柜体加
工车间正在紧张施工，预计明
年正式投产。在当前经济低迷
形势下，该公司为何还敢如此

大手笔投资？原因在于公司瞄
准的新产品——— 智能物流柜。

随着电商带动的物流快递
业迅猛发展，如今到处都可见
到这种存取快递包裹的智能物
流柜。据悉，该公司成立不到一
年就做了1 . 5亿元订单，高峰
时本地的钢板配套企业全部
发动起来都不够用，转而到青
岛、河北等地寻找配套企业。

“今年销售收入翻番毫无问
题。”在公司总经理刘波看
来，业务发展如此之快，首先
是选准了切入的产品和市场，
再就是依托公司在自助终端
设备领域里积累的专业优势，
加上中小企业快速高效的执
行效力，最终组合成为驱动公
司发展的新动能。

瞄准需求端不断创新研发
产品体系，正成为我省越来越
多企业的共同选择。从供给侧
改革角度，这改变了产业间要
素配置的结构，绿色经济、循环
经济正成为产业结构和价值链
升级的代表。

位于莱芜的绿之源节水灌
溉设备有限公司，从最开始的
滴灌带开始，公司就顺应客户
的要求不断研发升级新产品。

“大家都做滴灌带，我们就做更
高附加值的水肥一体机，并针
对客户需求不断升级产品，现
在已经有300多个品种。”公司
总经理李加珂表示，产品只有
满足客户需求才有生命力，时
刻发掘、跟踪甚至预判、引领用
户需求才是企业最聚焦的关注
点，解决不了这些，供给侧改革
就无从谈起。

本报济南6月1日讯 如今城市建设扬尘等成为治理
重点。从山东华舜混凝土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对防尘
治尘、清洁生产工作不断增加投入，采取技术创新、设备
升级等多项措施保清洁。

前不久，该公司严格按照济南市相关要求，对厂
区扬尘污染进行了整治。在厂区，吸尘洒水车在道路
上来回行驶，堆料场覆盖着防尘网罩、传输原料的输
送带全部在密封的设备里运行，容易产生粉尘的料
棚、道路上方都安装了抑尘喷淋设备。公司投入50万
元完成了粉料仓收尘改造工程，将原有落后的收尘设
备全部更换为最先进的脉冲收尘设备。公司对所有运
输车辆废气排气口进行了改装，在避免废气高压排出
造成扬尘方面，效果明显。

通过技术革新，公司完成了混凝土配合比的调整，降
低了原材料的消耗，特别是水泥的使用量大幅降低，从源
头上降低了能源及材料的耗用。据介绍，2014年公司投资
200万元引进先进技术对既有生产设备进行了改造，达到
了资源的综合利用。公司先后投入上千万元用于技术改
革与环境治理。

（本报记者）

输输送送带带在在密密封封设设备备里里运运行行
山东一企业治污投入上千万

以市场为导向破题供给侧改革

紧紧盯盯新新需需求求 ““变变””出出新新动动能能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许多制
造企业都在“叫苦”，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也成为各行业的常态。齐
鲁晚报记者在省内多地采访了解到，一批企业正逐渐转变以自我
为中心的增长方式，紧盯市场需求变化，推动资本、技术、创新等全
要素革命，从需求端切入破题供给侧改革，再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经济·新动能③
主办：山东省中小企业局·齐鲁晚报

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各类需求无法满足。当前，
中国经济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矛盾正快速蔓延到各个行
业，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市场并没有饱和，而是市
场供应与更高品质、更多元化的需求存在错位，推动要
素效率革命、解决低效率洼地已经刻不容缓，这也为企
业转型发展、寻找新动能提供了新机遇。

齐鲁晚报记者在我省多地采访发现，同属一个行
业，有的企业陷入订单萎缩、产品积压、资金链紧张的困
境，同时有一批企业如文中所述不但“火力全开”、加班
加点赶制订单，而且还在考虑继续扩大投资、新上规模。
鲜明对比之下仔细总结就会发现，凡是订单充足、扩大
生产的基本都是立足用户需求撬动供给侧改革，新增加
的产能一定是有实际需求和订单支持的。

长期以来我省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往往把重
心和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端，在购进设备、扩大规模方面
不遗余力地增加投资。有的老板本身就是技术出身，往
往亲自带头搞研发甚至下车间抓生产，相应的对需求侧
的研究和关注就偏少。这在经济形势好、大家都有饭吃
的时候自然相安无事，可一旦遇到经济波动、需求变化，
这一模式便对企业生存构成巨大挑战。不知需求、不理
需求、不懂需求，只会导致生产越多、过剩越多，这边产
品下线，那边就进了仓库再也出不来。

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示，在瞄准需求端推动
供给侧改革方面，广大中小微企业体制机制灵活，有着
明显的优势。一旦发现有新商机，中小微企业可以果断
决策、快速调整、高效执行，不断将新需求、新市场变为
新订单、新供给、新动能，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葛记者手记

发发力力供供给给侧侧
中中小小企企业业要要抢抢风风口口

17城市蓝天白云天数 17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鹏程集团针对用户需求投入千万元研发新产品，换回3亿元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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