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记者 马绍栋
通讯员 张风林 王恬)记者从25日

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企业标准“领
跑者”制度试点，济南二机床集团等8家
企业入选首批企业标准“领跑者”，全省
将以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倒逼产品质
量提升，引导消费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业内人士表示，
这也意味着标准体系正从基础的规范约
束作用逐步向激励引领转变。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
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基础性制度。2016年4月6日，李
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至此，企业标准“领跑者”被首次

正式提出。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标准委
委托山东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单位，开展
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研究及试
点工作。

据省质监局副巡视员郭大雷介绍，
企业标准“领跑者”是指在同类可比范
围内，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主要指标技术水平或服务要求达到国
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有效实施
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
效益，对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标准或团体
标准。政府是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
推动者和引导者，企业是“领跑者”标准
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通过自愿声明、公
开承诺并实施“领跑者”标准，为市场提
供高水平的产品，所以这项制度的核心

是“承诺制”，企业必须自我公开承诺执
行“领跑者”标准，而政府则对企业是否
履行承诺事项进行事中事后监督；第三
方机构则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的认
定与服务工作。

据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张忠军通报，
经过企业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等8
个阶段，确定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盛瑞
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华
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盛中天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巧夺天工
家具有限公司为2016年度山东省企业
标准“领跑者”。

山东省环保厅科技处处长王清表
示，环保标准“领跑者”制度的建立是我

省在环境标准领域的又一次重要的突
破和创新，将推动环境管理模式从“底
线约束”向“底线约束”与“先进带动”并
重转变。现在有不少企业按照严于国家
或省里的标准进行污染治理和排放污
染物，但出于种种原因却没有主动公
开自己内部标准。现行的环境标准体
系重在发挥规范、约束作用，对这些
技术先进企业的污染治理和排放水平
难以起到激励作用，也难以对其他企
业产生引领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建立
环保标准“领跑者”制度，鼓励企业
积极将污染治理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
的环保标准，由技术的领跑者变为标准
的“领跑者”，并将先进的标准主动向全
社会公开、分享和承诺，从而引领全行
业污染治理升级。

山山东东全全国国率率先先试试点点企企业业标标准准““领领跑跑者者””制制度度
济南二机床等8家企业首批入选，标准体系从底线约束转向激励引领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需要新动能的
推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有新
的、更强劲的发展动能来接续。从实践看，
新动能即可以是来自于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壮大，也可以是来
自“老树发新芽”式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记
者从省中小企业局了解到，我省中小企业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决策部署，坚持培育新动能与改
造旧动能双轮驱动，相继走出了“缓中趋
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示，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进一步稳定了市
场预期，积极因素不断积聚增多，中小企
业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力军，这不仅
是外在形势环境改善优化的结果，更是一
次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内生动力”的提升。

成活率达73%，营收增长12%
中小企业是新旧动能转换新主体

中小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
体，也是发展新经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的主体。记者从省中小企业局了解到，在
国家和省深化“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
财税金融政策大力支持下，全省中小企业
快速发展。2014至2016年3年时间，中小企
业户数增加了100万户，超过改革开放以
来35年的总数。今年1-5月全省新增中小
企业14万户，总量达到204万户，月均增
2 . 8万户，万人拥有中小企业户数达到
205户。企业数量快速增加，为中小企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扩大就业和
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调度工
商部门数据可见，新增中小企业成活率在
73%左右，户均就业人数8-9人。

不仅数量增加，我省中小企业的质量
和效益也明显好转。全省规模以上中小工
业企业现有38687户，1-5月实现增加值
同比增长9 . 4%，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 . 8个百分点，占比62 . 3%，在全省工业中
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我省41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33个保持增长，增长面为80 . 5%，
达到2016年以来最好水平。

在经济效益方面，1-4月，全省规模以
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928 . 3亿元、利润1867 . 8亿元、出口交货
值1303 . 5亿元、利税2701亿元，分别增长
12%、8 . 9%、3 . 8%、6 . 2%。增幅比2016年全
年分别提高9 .4、8 .4、1 .1、13 .1个百分点。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让自然
人变成经济人，让创意变成现实，让全社会
创业的热流奔涌，让所有人的创新激情迸
发，汇成新时代的经济活力。”王兆春表示，
我省通过加快双创中心、众创空间、中小企
业创业辅导基地发展等方式，整合优势资
源开展创新，探索“互联网+”创业服务，建
设一批“孵化器+宿舍”“孵化器+商业空
间”，推动中小微企业迅速孵化、成长、壮
大，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

新增专利占比70%以上
中小企业是新旧动能转主战场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是省委省政
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坚
持培育新动能与改造旧动能双轮驱动，大
力推动传统产业转调升级，依托人才、技
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发展新兴产业，成
为引领发展的主导力量，高端装备、信息
产业、新材料类行业加速崛起。省级中小
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达964家、创
新企业1026家，平均拥有专利13项。中小
企业新增专利、名牌和著名商标占到全省
70%以上。

今年1-5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行
业增加值增长10 . 5%，比规模以上工业高
2 . 9个百分点。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
料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 . 3%、
12 . 2%、31 . 7%。精深加工、消费升级、环
保类产品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传统产品。1
-5月全省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增长7 . 3%，
但航空器充气橡胶轮胎外胎增长42 . 7%；
手机产量增长4 . 8%，但智能手机增长
25 . 8%；汽车产量增长16 . 5%，但新能源
汽车增长228 . 6%。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成为这一波
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一批新经济发展
的典型案例不断涌现。比如新技术类的山
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型纳
滤膜材料及组件突破了膜材料、制备工艺
及膜应用等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垄断，填
补了国内空白。

盛华新材料科技公司研究开发的液
晶显示材料、OLED材料及医药中间体
3大系列90多种产品，是国内重要的显
示材料供应商。青岛路比特化学公司研
发的国内首款石墨润滑油，解决了石墨
润滑油中固体颗粒稳定悬浮的世界性难
题。

现代服务业增幅36%
中小企业是新旧动能转主力军

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带来经济活力、
就业人数的增加，更带动了经济结构的持
续优化升级。尤其是在推动新旧动能转化
的过程中，我省中小企业在新兴服务业、装
备制造业、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纷纷涌现。

记者了解到，从大的产业结构看，今年
一季度我省三产占比为3 . 8：45 . 1:51 . 1，第
三产业领先优势已比较明显，而中小企业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1-5月，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32 . 0亿元，增长
10.1%。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3.1%，电
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零售额增长14.4%，
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工业设计、文化创意
等现代服务业增幅达到36%，电商交易额增
长31.1%，网络零售额增长33.7%，电商普及
率由2014年24%扩大到80%以上。

山东绿爱糖果公司借助互联网+着
力打造工业4 . 0旅游工厂，开发“定制化
智能生产平台系统”，从下单、设计、生产、
发货、物流、大数据查询等，实现生产线自
动化、智能化控制，提升了企业盈利能力、
影响力和美誉度。

电子商务催生了规模化就业新领域，
开辟了“脱贫攻坚”新途径，成长为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来自淄博的隆众资讯，专注
资讯产品领域涵盖能源、化工、塑料、橡
胶、煤化工、氯碱以及新材料等大宗商品
行业，现已拥有60万家石化供应链客户，
占全国石化企业的90%以上。

王兆春表示，中小企业在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以及新动能培育方面具有广泛的
内生要求，未来潜力很大，全省中小微企
业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培育和强化新的要素、新的市场主
体、新的发展模式，争当新旧动能转换的
排头兵和主力军。

可以是“老树发新芽”式改造升级，可以是创新创业者的灵秀舞步———

山山东东中中小小微微::领领舞舞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新新曲曲

我省中小企业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图为寿光市二和铝业有限公司研发的新产品。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摄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 (记者
马绍栋)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省委省政府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部
署、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工作
会议精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局了解到，我
省已成立发展新经济宣讲团，将
在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开展巡回
宣讲。

据介绍，宣讲团将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重点宣讲发展新经济的时代
背景和国内外环境；发展新经济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战略意义；
中小企业发展新经济的关键领
域、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宣讲
团重点以县域中小企业和有关
部门为宣讲对象，分期分批到所
在县域集中宣讲。每个市根据当
地实际可推荐2-3个县(市、区)，
每个县(市、区)组织百家中小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人员
参加宣讲会。

2016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培
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
济”以来，省中小企业局和齐鲁
晚报联手启动“新经济·新动能”
系列报道，推出了一批新经济·
新动能典型，汇总出版了《创业
创新在山东——— 2016新经济·新
动能》，为全省中小企业培育新
动能、新引擎提供了启发参考。

6月21日，全省中小企业发
展新经济经验交流会在潍坊召
开，会上总结交流全省中小企业
发展新经济的经验和做法，研究
部署发展新经济，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的工作措施，并推出了山东
省中小企业发展新经济示范单
位100家。会议要求争取用三至
五年时间，中小企业新经济发展
形成气候，重点领域形成规模，
专精特新形成趋势。

7月19日，由山东省中小企
业局会同省财政厅、地税局、工
商局、金融办和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山东银监局等多部门组织开
展的“山东省中小企业金融财税
服务齐鲁行”活动在济南启动。
活动将整合优质财税、金融服务
资源，成立专家团队，制定服务
方案，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需
求，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
效发展。

中小企业宣讲团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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