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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29日讯（记者
张玉岩）“常用眼药水的人

都知道‘润洁’；在场女士都喜
欢用的玻尿酸也大部分产自福
瑞达；还有知名的化妆品品牌
颐莲。”在29日下午的山东省属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本对接
会上，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洪雷一连说了几个
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旗下耳熟
能详的品牌，不遗余力地推荐
起自家企业。当天，共有93个国
有企业亮相推介会，每个企业
都有自己的亮点。

此次资本对接会山东省属

企业推出的混改项目都让人耳
目一新。此前，山东省国资系统
领导曾多次表示，山东国企要拿
出气度，把优质资产拿出来。在
这次的资本对接会上，山东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王清宪也说：

“山东省委省政府在这一次的推
介会上拿出93个国有企业，而且
都是比较好的国有企业。”

对接会上，山东国投、鲁商集
团、兖矿集团、山东高速、山东能
源、国惠投资六户国企重点推介
了自家企业。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邹庆忠特别推介了山东高

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49%的股权
转让项目。“山东高速青岛公路
有限公司拥有胶州湾大桥和胶
州湾高速公路25年的特许经营
权。”邹庆忠说。胶州湾大桥是山
东省“五纵四横一环”公路网框
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岛市规
划的东西跨海通道“一路一桥一
隧”中的“一桥”。除此之外，山东
高速还有泰山康养·高速大成项
目，山东高速西海岸智慧物流产
业园等项目。

刚从德国回来的山东省国
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少明
则说，在德国参观学习了欧瑞府

零碳产业园，希望能同在场嘉宾
共同建设一座山东的欧瑞府零
碳产业园。未来山东将有一座
氢谷诞生，于少明透露，山东将
出台全国第一家省级氢能源中
长期规划，组建山东省氢能源
产业联盟，进行氢能源全产业链
布局。

国惠投资已经与正威国际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在
山东成立合资公司，在济南规划
建设半导体产业园。正威国际集
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回应，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合作非常有必
要，不是1+1等于2的概念，是1+1

=2的N次方的概念。
洪泰基金创始人、洪泰资

本控股董事长盛希泰提到，山
东最需要的不是引资，是引机，

“机”是机制。机制很重要，国有
企业要允许犯错。给国有企业
家更好的机制，机制的突破才
是真正的突破。

交流过后，现场进行了三轮
签约。正如山东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王清宪在对接会上说的：

“我们真诚地拿出最优质的资
产，最具吸引力的项目，最有发
展优势的产业，期盼与大家合资
合作。”

本报记者 马云云 任磊磊

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

在29日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论
坛上，来自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的特别顾问蔡惟慈用一句话概括
了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总体
评价：我国高端机械装备制造业
虽然比较“传统”，既有不容小觑
的综合实力，又与世界先进水平
有明显差距。

他说，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
的门类齐全，产业链比较完整，虽
然各类装备的技术水平不尽相
同，其中，为电力、冶金、矿山、石
油及石油化工等领域服务的重大
成套装备和工程机械，无论是产
能产量、装备等级或产品水平，多
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高
档数控机床等基础领域的发展却
明显滞后。汽车虽然产量早已高
居世界第一，但高端汽车自主化
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工业机器人、
增材制造等新兴行业发展迅速，
但核心竞争力还不强。

总之，装备制造业目前是“硬
件强于软件”“基础滞后于主机”、
以“重、大”见长的产品优于以“精、
巧”为主要指标要求的产品。

他认为，中国高端制造想
要突破和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
新，要提倡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提倡与国外同行合作创新。电
力装备和工程机械持续不断的
升级，都是积极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资源，实行开放创新和
协同创新的成果。

政府层面要支持、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高端装备的发展。
民营企业更具有内生发展活
力，更贴近市场规律，更有长远
打算。特变电工、正泰电器、三
一重工等民营企业的迅速崛
起，证明了这是一支发展前途
不可限量的力量。

同时，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因为行业协会熟悉行业情况，
可以协助有关部门提出比较合理
的高端装备国产化推进方案，避

免过度分散重复；同时也可以协
助完成推进过程中的大量具体的
组织协调工作。

工业转型升级
职业教育也要转型升级

“要实现山东新旧动能的转
换，没有强大的技术人才支撑是
肯定不行的。”德国莱茵科斯特有
限公司总经理崔智说，山东是传
统的制造业强省，而近几年制造
业的创新发展，却有点后劲不足，
其本质上是各类技术人才培养储
备不足。

德国的制造业如此强大，二
战之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是双
元制职业教育。把理论和实践结
合，把技能培养与企业需求相结
合，逐步建立强大的技术人才培
养的根基。奔驰、宝马、西门子等
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培训中
心，车间里有专门空间用于员工
培训。大部分中小企业，则参与到
由当地政府牵头成立的区域跨企
业培训中心建设中，汇聚各自有
限的力量来重点培养各类各种层
次的技术人才。

“工业要转型升级，中国的职
业教育也应当转型升级，并且还
要适当提前才行。”崔智介绍，德
国最关注两类人才培养，一是技
术人员，二是技术工人。德国是以
企业为主培养人才，不断接触最
新的工业生产技术与理念。而中
国以学校为主，以理论教育为主，
与企业实际需求出入颇大。同时，
国内的公共实训基地质量与数量
缺失也严重制约了企业员工技能
培养与提高。

德国山东商会会长曲永刚则
表示，山东和德国的经贸合作，不
仅要引入资金、引入技术，还要考
虑从人才入手，招才引智要精、点
对点进行。此外，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可以考虑引进领头羊企业，以
引起连锁反应，比如做汽车需要
轮胎、玻璃企业配套，招商不是一
定要把奔驰招进来，可以把为奔
驰做轮胎的企业引入，这样可以
吸引产业链上做其他产品的企
业，形成聚集地。

山东拿出最优质资产、最具吸引力项目、最优势产业谈合作

9933个个省省属属优优质质企企业业要要混混改改

1133个个项项目目签签约约，，中中国国航航空空工工业业落落户户威威海海

29日，“儒商大会2018”山
东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
上，共13个签约项目，总投资
286 . 4亿元。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2017
年，全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万亿元，占
装备制造业比重的27%。截至
今年8月底，全省装备行业已建

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0家，
占全省工业总数的1/3，骨干企
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达到3%；依托骨干企业联合
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已建成
制造业创新中心3家。装备制造
业主营业务收入列江苏、广东
之后，居全国第三位。

为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

业发展，山东瞄准十大高端装
备领域，优中选优筛选出162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2938亿元。

论坛上，签约了13个大项
目，上海通用五菱落户青岛西
海岸、美国威德福油田落户胜
利油田、中国核工业落户荣
成、中国航空工业落户威海。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对对标标““德德国国制制造造44 .. 00””
山山东东制制造造要要迈迈几几关关

■儒商大会2018

本报济南9月29日讯（记者
马云云） 29日下午，“儒商大会
2018”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上，
山东省发改委主任、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推进办公室主任
张新文进行了新能源产业重点
项目推介，总投资三千多亿元。
推介总投资额最高的，分别是新
能源汽车和核电领域，均超过千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项目
54个，总投资1140亿元，核电领
域项目7个，总投资1032亿元。

山东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
主，传统能源占70%多，发展新能
源产业对山东而言意义重大，这

一产业也成为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要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之一。
为此，省发改委牵头组织编制了

《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全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聚焦
10个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汽
车、核电、智能电网及储能3大重
点产业，热泵、太阳能、风电、生
物质能4大优势产业，氢能、可燃
冰、海洋能3大前沿产业。

“我们建立了重大项目库，
先期储备了300多个项目，这次
论坛优选出115个技术水平高、
质量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
建设项目进行推介。”张新文说，

这些项目总投资3000余亿元。
张新文重点推介了几个领

域。分别是新能源汽车领域、核
电领域、智能电网及储能领域、
太阳能及风电领域、热泵、生物
质领域、氢能、可燃冰领域。

新能源汽车领域将重点建
设综合型青岛姜山新能源汽车
生产基地，培育壮大淄博国金、
舒驰新能源客车产业园等本土
电动乘用车、商用车品牌和项
目。配套发展青岛力神动力电池
生产基地，山东威能年产10万台
/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组生产
等一批动力电池项目等。

核电领域推荐了烟台核电研
发中心、荣成CAP1400大型先进压
水堆示范工程、台海集团水下大
型高压容器高端装备制造等。

在氢能、可燃冰领域则有济
南“中国氢谷”“蓝鲸2号”平台等
10个项目。张新文介绍，济南“中
国氢谷”集氢能源产业园、氢能
源科技园、氢能源会展商务区三
位于一体。“蓝鲸2号”平台则是
目前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超深水
半潜式钻井平台，我国南海神狐
海域执行海上可燃冰试采任务

“蓝鲸1号”的姊妹平台。
张新文透露，山东将瞄准未

来发展制高点，据省委省政府安
排，山东正在协调与中国工程
院、北京钢铁研究院合作制定氢
能源规划，争取在新能源行业提
前布局，尽快形成山东大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

张新文说，这些项目代表了
未来山东新能源发展的重点方
向，在市场占有率、预期增长率、
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具备很强的
竞争优势，其建设期间为2018年
至2020年，恰是山东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集中发力的关
键期，是企业投资创新创业的重
要机遇窗口期。

山东推介总投资三千多亿的115个新能源产业项目

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和和核核电电投投资资最最多多

啥啥是是智智能能制制造造，，中中国国已已发发布布221155项项标标准准

《中国制造2025》已经发
布，但是要实现目标，实现智能
制造、人工智能是关键点。怎样
才算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

“我国已有智能制造标准
300项，其中已发布215项，还有
85项在研究。”29日下午，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峰论坛

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林宁提及
了中国智能制造的标准。

林宁介绍，2018年，智能制
造国家标准新增立项11项、发布
20项，主要涉及工业信息安全等
基础共性以及智能工厂、智能装
备、智能赋能技术等关键技术标

准，对于企业实施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管理、设备互联互通等
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另外，电子标准院还专门到
企业中去，以标准为依据给企业
找问题。最后发现，每个企业都
存在大量问题，最少的企业也有
40多项。 本报记者 李师胜

投投资资5555亿亿，，亚亚琦琦集集团团在在潍潍坊坊建建国国际际物物流流项项目目

29日，在“儒商大会2018”
现代海洋产业论坛上，12个现
代海洋重点项目签约，总投
资203亿元。12个签约项目中，
华录集团投资44亿元，在青岛
蓝谷建设国家海洋大数据产
业基地；京东集团投资 2 5亿
元，在胶州建设跨境电商及
智慧物流项目；亚琦集团投

资 5 2亿元，在潍坊建设国际
（临港）物流商贸城项目。论
坛同时推介了216个海洋强省
重点项目，总投资 4 1 0 0多亿
元。

论坛上，原国家海洋局政
策法规与规划司司长王殿昌
作了“从国家战略视角看山
东海洋强省建设”的主题演

讲。他指出，山东海洋强省建
设要紧紧抓住从“率先发展”
向“优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
遇。他建议山东从整合优化
涉海产业园区，升级改造海
洋传统产业，做强做大海洋
战略新兴产业和发展海洋服
务业四方面进行突破。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山东提出，要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质造”转变，制造业实现由大
到强战略性转变。德国以制造业立国，不少鲁企对标德国，山东制造业
对标“德国制造4 . 0”，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在29日的“儒商大会2018”高
端装备制造业论坛上，与会嘉宾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葛相关新闻

解解决决能能源源发发展展问问题题
可可从从““鸟鸟叔叔””身身上上找找密密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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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平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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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29日下午，“儒商大会2018”医
养健康产业平行论坛在山东大
厦仁和厅举行。论坛以“健康产业
健康动能健康山东“为主题。

论坛上，山东省医养健康
产业工作专班主任，省卫生计
生委党组书记、主任袭燕作了
题为“开放合作协同创新共迎

山东医养健康产业新未来”的
发言，从产业基础、发展历程、
未来展望等方面，推介山东医
养健康产业，并向论坛嘉宾及
广大海内外儒商发出诚挚邀
约，邀请各界人士共同参与推
动山东医养健康产业发展。

论坛现场签约重大项目14

个，签约金额724 . 88亿元，其中
涉及世界500强企业合作项目4
个；论坛重点推介项目12个，涉
及金额321 . 5亿元。此外，还推
介展示了重点项目200个，总投
资规模3578 . 96亿元，涉及世界
500强企业合作项目6个。

本报记者 李钢 张如意

医医养养健健康康产产业业论论坛坛，，现现场场签签约约金金额额772244 .. 8888亿亿元元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做到转、换、变、简
解决能源发展问题

“鸟叔那么一扭，外汇顺差就
是几千万美元。”29日下午，“儒商
大会2018”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
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
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山东新能源产业智库
首席专家戴彦德发表演讲，他通
过波音777、韩国电视剧、鸟叔等
成功案例表示，要解决能源发展
问题，能源发展战略上要分别做
到转、换、变、简。

戴彦德说，首先发展模式上
要“转”，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几
十年，高度依赖出口，大量给别人
加工，消耗了大量能源，把污染留
给了自己。

他举了美韩等国的例子：“我
们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发展的？
最近几年，美国波音777的机头、
机翼等都是国外生产出来后进行
组装的；英国靠教育、金融加旅
游；韩国人靠文化创意，从野蛮女
友、蓝色生死恋、大长今，到鸟叔
这么一扭，韩国当年的外汇顺差
就是几千万美元，国内一些综艺
节目的椅子都是百余万元从人家
那儿购买的专利。”

供应模式上要“换”，努力摆
脱对传统高碳能源的高度依赖，
大力开发低碳无碳连续再生永续
利用的非化石生能源。

消费模式上要“变”，大幅度提
高效率，生活模式上则要“简”。他
举例说：“中秋国庆节礼物，从木盒
子打开是铝盒子，铝盒子里面是纸
盒子，纸盒子里面是锡纸，最后才
看到东西，这些都需要改变。”

地热资源丰富
鲁南可推进地热供暖

“上天容易入地难。”许多人
对地热资源并不了解。29日下午，

“儒商大会2018”新能源产业发展
论坛上，俄罗斯外籍院士、中国地
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地热资源调查评

价与勘查示范工程首席专家王贵
玲透露，其实山东地热资源丰富，
是我国东部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利
用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

地热资源是山东的一块“富
矿”。王贵玲说，未来10年内，山东
浅层地热能利用规模将占据主导
地位。山东主要城市近70%地区
适合浅层地热能开发，而其供暖
面积潜力可达31 . 88亿平方米。

地热资源的使用，将大幅减
少污染排放量。例如这些主要城
市的浅层地热能，预计可减少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气
体排放5851万吨/年。而水热型地
热资源可利用总量折合标准煤
143 . 7亿吨，考虑回灌条件下，地
热流体可开采量折合标准煤
1 . 19亿吨/年。

而干热型地热资源主要分布
在招远、文登地区，资源潜力折合
标准煤可达6680亿吨，鲁北平原
区也具备一定潜力。

如此丰富的地热资源如何利
用？王贵玲给出了非常细致的建
议，如鲁西北平原资源禀赋好，可
扩大供暖、制冷规模；胶东半岛扩
大温泉疗养，探索中低温发电；鲁
南地区推进浅层地热能和水热型
地热供暖。

发展新能源产业
山东有自己的优势

“核电是国之重器、国家名
片，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
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是山东新
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张新
文说，山东将充分发挥烟台国家
级核电产业创新示范平台作用，
打造先进的核能技术研发、装备
制造和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高地。

此外，山东是电力大省，电力
装机规模居全国首位，并建成了
以特高压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
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省域电网，

“截至2017年底，山东全省风力发
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均突破1000万
千瓦，将依托较好的资源禀赋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大力推动光伏
和风电产业集聚发展，形成集研
发设计、智能制造、运维服务等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

山东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传统能源占70%多，发展新能源产业
对山东而言意义重大。29日下午，儒商大会2018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
上，嘉宾为山东如何解决能源发展问题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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