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者
张超) 25日，2018聊城企业

家活动日暨百强企业发布会在
东昌宾馆举行，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发展新理念，大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加快
转型升级步伐。

各县(市、区)分管工业的
县(市、区)长、经信局长；市总
工会、市经信委、发改委、国资
委、财政局、质监局、统计局、金
融办、民营局、工业行办等市直
部门相关负责人，市人行、工商
行等金融部门分管负责人；
2018聊城100强企业、市企业联
合会会员企业负责人，共计300
余人参加活动。

聊城市副市长洪玉振出席
活动并讲话，其指出，2017年以
来，以聊城企业100强为代表的
大企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有力地支撑了全
市经济的发展。2017年，全市前
100强企业资产总额达4738亿
元，比上年增长16 . 9%，实现税

收197亿元，增长4 . 7%，营业收
入总额达为6062亿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今年上半年，全市重点
企业中纳税前50强纳税总额为
69 . 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9 . 37%；全市纳税前50强企业
对地方贡献数为35 . 49亿元，比
上年增长36 . 93%，占全市上半
年税收收入的46 . 24%，占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5 .10%。

洪玉振要求，企业要适应
发展新形势，切实践行新发展
理念，克服路径依赖，通过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来实
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加快转型升
级，践行高质量发展，大企业要
下决心瘦身健体，减少无效和
低端供给，紧紧围绕消费者的
价值需求，不断研发新产品、新
业务、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用更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
弘扬企业家精神、主动担当作
为，广大企业家要认真学习中
共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企业

家和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
要文件，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
担当、敢做善为；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转型升级的要求，永葆创新

创业激情，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向改
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向管
理要效益。

当天，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天风国际集团董
事局主席翟晨曦作报告，阳谷
电缆集团董事长高宪武介绍企
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的有关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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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聊城企业家年会暨百强企业发布会举行。

据了解，为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促进聊城企业高
质量发展和效益提升，同时
为社会各界提供聊城大企
业发展相关信息，营造有利
于大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今年聊城市企业联合会、聊
城市企业家协会在国家、省
企联和市有关部门、企业的
大力支持下，以2017年企业
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连续
八年推出聊城企业100强，连
续三年推出百强企业发展
研究报告。

2018聊城百强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为6062亿元，总量
比上年减少16亿元；百强企
业实现利润342亿元，比上年
略有下降，基本持平；百强

企业平均收入利润率5 . 66%，
比上年下降0 . 23个百分点；
平均资产利润率为7 . 24%，比
上年下降1 . 59个百分点；企
业入围门槛7 . 92亿元，比上
年减少1 . 6亿元。从以上几项
主要经济指标下行情况看，
企业受大环境影响较大，企
业盈利能力有所减弱，市场
竞争激烈。可喜的是企业的
资产规模仍在扩大，百强企
业资产总数4738亿元，比上
年增加685亿元，增长16 . 9%；
企业的社会贡献在上升，百
强企业实现税收197亿元，比
上年增加40亿元，增长4 . 7%；
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增加0 . 9
万人。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百强企业规模集中度进

一步提高，百强前十位企业
营业收入合计4270亿元，占
百强企业的70 . 44%，比上年
提高1 . 72个百分点。像鲁西
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
改革创新成功实现了产业
产品的转型升级，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

2018聊城100强企业营
业收入位列前十位的企业
依次是：信发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祥光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信发华源贸易有限
公司、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信发进出口
有限公司、山东泉林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中通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聊城百强分析报
告，在发展情况分析上，加
强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
分析，增加了金融业发展
对重点企业影响的分析、
社会关注的房地产业及重
点企业分析；在发展问题
研究上，选择企业关心的
四个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
题研究，这四个专题是在
新旧动能转换下企业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金融去杠
杆环境下如何重塑银企关
系、股权管理与企业激励
机制探索、走专精特新路
子培育单项冠军。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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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企业规模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前前十十位位企企业业营营收收占占百百强强企企业业七七成成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记者从聊城市旅发
委获悉，今年中秋假期期
间，聊城天气晴好，适宜出
行。各景区纷纷推出特色活
动，市民出游热情高涨，假
日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无重
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无旅
游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其中，聊城重点监测
景区景阳冈狮子楼景区接
待游客7698人次，实现旅游
消费42 . 6万元；摩天轮欢乐
城接待游客9977人次，实现
旅游消费35 . 9万元。重点监
测酒店阿尔卡迪亚国际温
泉酒店接待游客2932人次，
实现旅游消费43 . 8万元。

节前，聊城各大景区
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旅游活动，吸引了各地游
客参观游览。市旅发集团

推出中秋节“东昌湖中赏
明月”活动，摩天轮欢乐城
举办“团圆中秋 最美全
家福”、“情满中秋 爱在
手中”、“快乐中秋 畅游
欢乐城”等活动吸引众多
游客参与。景阳冈旅游区

“寻打虎足迹，品英雄豪情
壮举”活动，狮子楼旅游区

“体验宋朝市井，感受水浒
风 情 ”活 动 ，蚩 尤 陵 景 区

“祭祖祈福”活动让游客充
分体验中国传统节日带来
的快乐。东阿阿胶城·药王
山开展的“探秘千年贡胶
技艺，体验多彩古城新姿”
主题活动深受游客青睐。
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和节
庆活动也为引爆十一黄金
周旅游市场奠定了基础。

中秋假期期间，聊城
各主要景区自驾游游客增
多，东昌湖风景区、摩天轮

欢乐城景区等景区游人如
织，车位难求。冠县中华第
一梨园、高唐向阳花开、莘
县中原现代农业嘉年华、茌
平枣乡生态园等乡村旅游
景区推出秋季休闲度假采
摘游让游客体验到了愉悦
身心、放松心情、自我回归
的乐趣。市内短线游、温泉
养生游成为市民重要的过
节方式。

节日期间，聊城各大景
区还推出了“中秋月圆、惠
民利民、尽享团圆”的促销
政策，吸引大量游客，活跃
了中秋假日旅游市场。各大
商场、旅游购物场所也纷纷
推出各类优惠促销活动，吸
引市民和游客购买，呈现出
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此外，自全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市
旅发委对全市旅游领域出

现的欺行霸市、欺客宰客、
强买强卖等行为进行了严
厉打击，旅游市场得到了
进一步优化。节前，市旅发
委成立了一把手为组长的
假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对聊城各景区、酒店等涉
旅企业的旅游安全、市场
秩序、服务质量管理等进
行了督导，并及时公布假
日值班和投诉电话，坚持
2 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值
班 、记 录 、处 理 和 交 班 制
度，认真接听旅游咨询和
投诉电话，切实维护了广
大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
权益，保证了全市旅游信
息畅通。假日期间，全市旅
游接待运营情况良好，各
景区景点秩序井然，无安
全事故发生，无重大旅游
投诉案件，游客整体满意
率较高。

中秋期间，三重点监测景区旅游消费均超35万元

自自驾驾游游、、温温泉泉养养生生游游最最受受青青睐睐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化
社会海量资讯的影响，企业里的每
一个员工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
存在着压力与不良情绪，引发情绪
变化的不稳定。为缓解员工职场压
力，疏导与排解不良情绪，提高员工
的幸福指数和工作满意度，近日，中
国工商银行聊城分行为辖内各支行
送教上门，专门举办了两期职场减
压与情绪管理培训班，对全行员工
进行心理疏导和压力排解，引导员
工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

1、领导重视，精心准备。中国工
商银行聊城分行各级领导都非常关
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从工作
环境的改善、办公条件的提高、家庭
生活等各方面给予关怀，多次召集
专题会议，商讨安排聊城分行送教
团队工作，积极联系知名的师资力
量，安排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具体承
办培训班。

2、合理安排，措施得力，取得预
期效果。为使全行员工都能充分享
受减压培训带来的快乐，满足员工
对知识的渴求，聊城分行充分考虑
到各支行的实际情况，按照城区支
行和县域支行，分两期举办了职场
减压与情绪管理培训班。聊城分行
邀请了知名心理学专家从幸福的

“心”开始、幸福的“心”生活、“我”的
生活、一生有“情”、“幸福”的箴言等
方面，引导员工疏导不良情绪、排解
工作和生活压力、振奋精神、处理好
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通过培训，使
广大员工认识到除了要拥有足够的
专业知识及技能外，还要有很好的
管理自己情绪、不断自我激励、勇于
面对压力的能力，才能创造更佳的
工作绩效，创作更加美好的生活。

(王长青)

中国工商银行聊城分行送教上门

积极采取措施

缓解员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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