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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胶州、烟台铁路物流园相继开业

中中铁铁济济南南局局编编织织现现代代物物流流网网络络
本报记者 刘相华 王瑞超

“济南局建物流园区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它是成网的，在
布局现代物流，是提前进行公
转铁的一个战略尝试。”清华大
学工业工程系副教授蔡临宁
说。

记者获悉，济南局集团公
司已经与临沂、烟台、菏泽、德
州、济宁、莱芜等11个市县签订
了物流园区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目前，管内规划布局4个物
流园集群、23个物流园，已经开
工建设15个，初期建设规模3万
亩。

已经开园的临沂、胶州和
烟台铁路物流园区都是中国铁
路总公司规划建设的二级物流
基地，三个铁路物流园区因地
制宜，各具特色。临沂济铁物流
园总规模4500亩，将依托当地
物流体量巨大的优势,打造1万
亩全国铁路物流特色小镇,实

现铁路物流园与周边区域融合
发展；山东济铁胶州物流园占
地1800亩、预留1809亩，将全力
服务青岛上合经贸合作示范
区,在物流业态之外增加了其
商贸属性；山东济铁烟台物流
园占地1200亩，作为港口型园
区,将充分发展海铁联运、公铁
联运等多式联运,为烟威地区
拓展蓝色经济区域增添动力。

山东是物流大省，但是面临
公路货运占比高、能耗和污染排
放的现实。今年7月3日，国务院
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全国铁
路货运量比2017年增长30%,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增长40%。

“我们说调整运输结构，主
要的表现就是铁路在全国货运
量和货物周转的占比偏低，把
它具备的安全环保节能减排便
捷高效的优势发挥出来。”北京
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
张晓东说。

截至目前，即墨、齐河、平
原、菏泽、临沂、胶州、烟台、黄
岛、陵城、淄博、娄山、东营、周
村、董家口、董家镇等15个铁路
物流园已开工建设。其中，齐
河、平原、菏泽、临沂、胶州、烟
台、黄岛、淄博、周村、东营、娄
山等11个物流园已建成投产，
构建起了以青岛枢纽、省会城
市和鲁西南、环渤海城市带为
核心的四大物流园区集群。

“以大宗物资运输、港口进
出口物资运输、生产资料配送
和城市配送为己任，立足环保
节能降成本，以铁路运输为主
导，构建多式联运综合商贸物
流园，建设集城市配送和专业
市场为一体的综合物流园、产
业集聚型物流供应链服务基
地、多式联运货运枢纽节点、集
约化物流信息中心、规划区域
内最大的货运集散中心。”中国
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吴兆新说，这是他们的初心。

齐齐鲁鲁交交通通牵牵手手法法国国电电力力布布局局新新能能源源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记者

刘相华) 26日，齐鲁交通发展
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在济南
举行新能源合资项目签约活
动。

据了解，此次合作主体为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旗下齐鲁
交通信息集团和法国电力集
团旗下法电新能源集团，双方
共同出资设立山东齐鲁法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

此次合作将以高速公路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切入点，
同步拓展省内外光伏、风电等
新能源项目，布局新型智慧能
源、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等新能源市场。在加快新能
源智慧高速公路进步与完善的

同时，激活并带动新能源领域
全产业链的创新与发展。

2017年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在高速公路与互联网、新能源
的融合发展上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建设了世界首条高速公路
光伏路面和22兆瓦高速公路
分布式光伏电站。随着新能
源技术的不断进步、能源供
给结构的全面优化、供配电
体制的创新改革，齐鲁交通
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崭新而又
巨大的产业，需要更专业、更
先进、同具使命感的企业一同
发起这场交通与能源的革命。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是山东
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管功能型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于

2015年成立，注册资本226亿
元，资产规模2200亿元。成立之
初，齐鲁交通便确定了以大交
通为依托，“做强基础产业、做
优新兴产业”两大战略，金融、
能源、信息、文化旅游、现代物
流、特色地产六大新兴产业支
柱初露端倪，逐步形成基础产
业和新兴关联产业一主多元、
齐头并进的多种经营态势。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
500强，是世界领先的电力公
司，是欧洲能源市场的重要企
业，业务涵盖电力行业上下游
各个环节，经营范围已扩大到
天然气和能源服务领域，是最
早一批参与中国电力基础建
设的国外企业。

““创创新新潮潮””涌涌动动临临矿矿集集团团

记者 刘相华
通讯员 崔鑫

“目前市面上的三维动
画制作费每秒高达600元,我
通过自主学习、攻关，我认领
完成的‘井下采掘三维动画制
作’项目，为公司节省制作费
达16万元。”日前，山东能源临
矿集团会宝岭铁矿生产科技
术员郭同晓向记者介绍说。

目前临矿集团在册员工
平均年龄37岁，35岁以下的
员工占42%，其中，专兼职创
新人员5300余人，年推出创
新成果500项以上。

会宝岭铁矿“青年创客
中心”共有四支创客团队，面
向大学生成立的大学生创客
团队、以选矿工艺升级改造
为攻克方向的选矿创客团
队、以优化提升运输系统为
攻克方向的机运创客团队、

以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为
研究主体的杨贵军创客团
队。2017年4月成立至今共计
征集难题108项，攻克35项，
直接经济效益3500万元。

近两年，临矿集团不断
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在
集团层面成立了技术研究
院、安全经济技术环境“一体
化”研究院等7个研究所，二
级单位也全部成立了科技管
理机构。集团科技投入年均
增加0 . 5个百分点，“十三五”
末将达到3%以上，以科技经
费的提取使用倒逼项目研
发、成果转化渐成常态。

“要抓好创客团队建设，
力争人人是创客、人人有成
果，人人有创新，构建以创客
为核心的创新体制机制，全
面实现建成‘创新型临矿’的
目标。”临矿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孝孔说。

省外来电创历史新高 空调负荷占三分之一

今今夏夏山山东东电电网网用用电电超超88000000万万千千瓦瓦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记者

刘相华 通讯员 郭轶敏)
25日13：45，山东电网全网用

电 负 荷 第 四 次 创 新 高 ，达
8022 . 2万千瓦，超去年夏季最
高值11 . 1%。

自7月14日起，除23日受降
雨影响外，山东电网全网最高
用电负荷已11天突破7000万千
瓦。16日、18日、20日用电负荷
三创新高、最高达到7700 . 8万
千 瓦 ，远 超 去 年 7 月 2 4 日
7217 . 9万千瓦的历史最高值。
潍坊、临沂、济宁、淄博等11个
城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其

中潍坊、临沂用电负荷突破800
万千瓦。全省空调负荷2600万
千瓦左右、占比近1/3。

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调
控中心副主任杨明辉介绍，目
前，省内火力发电机组运行平
稳、满发满供，发电出力达6715
万千瓦；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
电出力达到506 . 6万千瓦；省
外来电1450万千瓦创历史新
高，相当于济南、青岛两个市的
用电负荷。今日省外来电比计
划增送350万千瓦，对电力供需
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时刻，“绿电”的功效

也不错。在调控中心统计图表
中有一组亮眼的数据：20日，全
网日用电量达16 . 7 2亿千瓦
时，创历史新高，而当日的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达
1 . 13亿千瓦时，为同期历史最
高，相当于整个济南市的用电
量。据统计，截至6月底，山东电
网风电装机容量1080 . 1万千
瓦，光伏装机容量1159 . 6万千
瓦，分别同比增长2 1 . 2%和
94 . 68%，新能源占全省装机容
量近三成，光伏装机容量首次
超过风电，为电网迎峰度夏助
一臂之力。

葛产经资讯

齐鲁产经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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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临沂济铁物流园开园；7月26日，山东济铁胶州物流
园开园；7月27日，山东济铁烟台物流园开园……三天三个铁路物
流园相继开业，此举标志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建
设的覆盖全省的23个物流园将有10个开园运营。一张依托铁路建
设的在全国独具特色的现代物流网络基本成型，济南局集团公司
从生产运输型企业向物流运输型企业转变的速度骤然加快。

临沂铁路物流园区开出的首发班列

山山东东调调整整矿矿业业权权出出让让收收益益分分成成政政策策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孔进 严
文达 王海燕) 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近日，按照国务
院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要求，
山东省出台相关规定，将原探
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改为矿

业权出让收益，中央、省、市、县
(市、区)四级分成比例由原来
的20：30：50(县级分成比例由
各市确定)调整为40：20：20：
20。

此次政策调整，将原“四
级审批，两级执收”的征管方

式，改为“四级审批，一级执
收”，即山东省行政区域内所
有矿业权出让收益，全部由
矿业权所在地县(市、区)矿产
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执收，实
行矿产地属地缴款和就地分
成。

济济南南市市市市中中区区涉涉税税业业务务““一一厅厅通通办办””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记
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张飞
扬 尚晓睿) “以前办税需
要两头跑，如今进一个厅，叫
一个号，就可以办完所有涉
税业务。办税软件使用也更
方便，登录网上办税服务厅
不用再切换网站，不用记两
套账号密码，切实为我们纳
税人节省了办税时间和成
本。”刚从办税服务厅办理完
税收业务的济南品乐经贸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苏经理感
慨道。

据了解，济南市市中区
税务部门坚持把纳税服务贯
穿于征管改革全过程，优化
管理资源，推进办税服务厅
优化整合，大力提升窗口办
税人员能力素质。“一厅通
办”推行后，纳税人各项涉税
业务全部按照“提交一套资
料、一个窗口受理、税务局内
部流转、一个窗口出件”的模
式办理，办税流程更为优化，

办税资料更为精简，彻底结
束了以往两头奔波、分别办
税的历史，真正实现了进一
次门，办理所有税收业务事
项 ,享受“一厅通办”、“一网
通办”等优质服务。12366纳
税服务热线也同步实现涉税
业务“一键咨询”。

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股份有限公司的办税人员郭
志勇在变更税务登记信息业
务的办理过程中，深刻体会
到了“一厅通办”的便利性。

“以前来大厅办理业务，两头
都要跑，现在只要抽一次号，
递一次表格，就能够完成所
有税收业务!”

市中区税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深入做好落
实减税政策、优化纳税服务，
全力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提升优化辖区营商环
境、建设“品质市中”等各项
工作，进一步提升广大纳税
人、缴费人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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