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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属国企三季报出炉，山东能源依然是“盈利王”

山山东东海海洋洋集集团团利利润润增增幅幅超超22000000%%

运行俩月，济南车辆审验新规遇冷

先先发发标标后后审审核核受受益益车车主主不不足足一一成成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李晓晨

先发标后审核
每辆车能节省10分钟

济南市民崔先生的车购买
于2011年8月份，享受过3次新
车免予上线检测优惠后，他的
爱车又将开始上线检测。11月
1日，他请了半天假专门开车
上线检测。“很顺利，从检测线
到拿到年检标志大约35分钟
的时间，工作人员说可能是因
为月初审车人少。”崔先生说，
他原以为要到中午才能完成，
没想到10点左右就顺利办完
了业务。

崔先生不知道的是，他之
所以能如此快速地拿到合格标
志，除了月初审车业务少之外，
还得益于济南市车管所根据公
安部部署推出的一项新规。根
据相关规定，车管所要对检测
线检测过程进行全流程监管以
保证检测程序合法有效，检测
线要将检验的每辆车的数据照
片上传到监管平台，车管所民
警对这些数据进行远程审核。

按照以前的程序，检测线
要等到车管民警审核回传数
据后，才能给车主发合格标
志。为进一步缩短审车时间，
车管所对审核程序进行优化，
检测线检测完毕后即可发放
合格标志，这样缩短了车管所
审看数据回传数据的时间，每
辆车大约节约10分钟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并不
意味着放弃了对检测线的监
管，相反，车管所民警同样还要

继续对检测线上传的数据进行
审核，一旦发现问题要将已经
发出的检验合格标志追回。

15000辆参审机动车
执行新规的不足1000辆

济南天桥交警大队车管所
所长李百强介绍，新规的出台
改变了原有的审车流程，新规
前审车的流程大体为尾气、安
全技术检测——— 远程审核资料
(合格检测)——— 领取检验合格
标志。“新规实施之后，不再要
求检测线必须等到收到车管所
远程审核回馈后再发标，等于
是给予了检测线先行发放检验
合格标志的权力，如此一来，新
规实施后的审车流程就简化为
了“尾气、安全技术检测—领取
检验合格标志—远程审核资
料。”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项
新规只针对非营运小微型载客
汽车，面包车、大型客车、营运
车辆的审验依旧必须等车管所
审核通过后才能拿到检验合格
标志。

大型车辆车主不必为享受
不到新规福利不平衡。因为，事
实上，到目前为止，像崔先生一
样享受到此项福利的小型车车
主也是少数。如此便民利民的
新规在实行过程中却意外遇
冷，检测站积极性不高。

以天桥区为例，该区共有
4家检测线企业，9月份以来，
两个月的时间，共为15000多
辆参加审验的机动车发放年检
合格标志，其中先发标志后审
车的只有不到1000辆，大多数
车辆依旧还是按照老程序，检

测线上传检验数据，经车管所
审核后再发标。

担心追不回合格证
检测线多坚持原流程

先发标后审核能够减少车
主的等待时间，提升检测线的
服务体验，这对车主对企业都
是利好，检测线既然得到了车
管所赋予的先行发标的权力，
为何不敢行使呢？

对此，记者咨询了多家检
测线负责人。据介绍，检测线之
所以对新规持审慎态度，主要
还是担心一旦出现问题，要承
担责任。比如，车辆已经完成审
验，检测线已经先行给车主发
放了合格标志，如果车管所审
核时发现该车尚有违法未处

理，不符合发放合格标志的要
求，这样一来，检测线就要找到
这个车主，追回已经发出的合
格标志。

“且不论增加的工作量，就
说一旦这个车主是外地的，他
已经开车去了外地，拒绝交回
合格标志，怎么办？现在看，似
乎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济南市
二环北路一家检测线负责人如
是说。

不可否认，虽然所占比例
很小，但出现需要追回合格证
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9月以
来，天桥区适用审验新规的900
多辆车中，就有20辆存在这样
的问题，被追回了合格标志，其
中大多数都是因为存在违法未
处理。

如此一来，检测线为了保

险起见，对于多数前来审验的
车辆依然愿意坚持原来的流
程，等待车管所审核之后再
发合格标志，如此一来，即便
发现问题也有交管部门的背
书，不用承担责任。只有对于
那些车龄新、车况好、无违法
记录的才按照新规先发标再
审核。

怎样才能让新规顺畅实
施？对此，多位检测线负责人认
为，只有出台一条兜底的措施，
比如一旦出现已经发出合格证
但审核不能通过的情况，车主
不听劝说拒不交回合格标志
的交警会给予查处，客观上
督 促 车 主 主 动 交 回 合 格 标
志，如此一来，就消除了实施
新规的担忧，新规自会顺畅实
施。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煤炭钢铁企业营收
占总营业额一半多

截止到11月1日，除深圳
东华外，23户省属国企均已发
布2018年三季报。根据山东省
国资委网站公布的国资数据，
2018年1-9月份，23户省属企
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207 . 14
亿元，同比增长8 . 96%；累计实
现利润总额472 . 07亿元，同比
增长4 9 . 5%；上缴税费总额
5 4 8 . 1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 . 61%。截至9月末，省属企业
资产总额达到27698 . 46亿元，
同比增长18 . 26%。山东国资前
三季度利润仍旧保持大幅增
长。

在营业收入上，山东能源
集团突破2000亿元大关，以
2325 . 07亿元领跑全省。其次，
兖矿集团、山东重工集团、山
东钢铁集团营业收入也均突

破千亿大关。在净利润上，山
东能源集团仍旧是省属企业

“盈利王”，前三季度实现净利
润 1 1 9 . 5 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 8 . 8%，其次是山东重工集
团，以82亿元的净利润紧随其
后，同比增长44 . 16%，而位列
第三的兖矿集团前三季度净
赚48 . 4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138 . 72%。

从营业收入排前几名的企
业来看，除山东重工之外，其他
几个企业均是煤炭、钢铁行业。
仅山东能源、兖矿集团、山东钢
铁三家企业的总营业额，就占
到前三季度总营业额的57 . 8%
左右，而在净利润上，这三家企
业的净利润占到总额的46%，
由此可见山东国资结构仍然偏
重。

记者了解到，山东能源集
团煤炭产销持续增量，集团煤
炭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同行业第
三位，华东第一大清洁煤炭供
应商、全国第二大焦煤供应商
地位持续稳固。同时，新兴动能

带动明显增强。从其1到8月份
的数据来看，其盈利结构显著
改善，非煤创效潜能加快释放，
同比增盈7 . 6亿元，利润贡献
率同比提升6 . 9个百分点，7个
非煤板块实现盈利，15家运营
企业全面实现盈利。

12家国企净利润
增幅超过四成

据悉，23家企业中，有12
家净利润增幅超过40%，出现
下降的只有3家，分别是泰山
财险、山东土地集团和中泰
证券，其中泰山财险净利润
同比下滑53 . 59%，幅度最大。
2 3家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
亏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东
海洋集团净利润1 . 98亿元，虽
然绝对值不大，但是同比增长
幅度达到2590 . 58%。

据悉，我省正在积极推进
海洋强省战略，今年还出台了

《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

案》，而山东海洋集团作为山
东唯一一家以海洋产业为主
业的省属企业，近期的动作频
繁。

海洋运输是山东海洋集团
最先布局的产业。记者了解到，
目前山东海洋集团旗下的船队
总规模已经有51艘，位居国内
第3位，而在去年，又与四大资
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合作，订
购了5条大型液化乙烯乙烷运
输船。目前，首船已经投入运
营，第2条船年内交付，明年所
有船舶都将建造完毕。今年上
半年，山东海洋集团与央企昆
仑能源合作，完成了国内LNG
罐式集装箱海陆多式联运首次
商业运营。

除此之外，山东海洋集团
还向水产品贸易下游环节延
伸，今年上半年与世界500强
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在冷
链仓储物流环节开展股权合
作，并购了山东爱通海丰国际
储运有限公司70%，正式进军
冷链物流产业。

11月1日，除深圳东华外，
山东省国资委公布了23户山东
省属企业 2018年第三季度财
报，根据数据统计发现，山东23
家省属国企2018年前三季度共
实现净利润400 . 46亿元。山东
能源集团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
独占鳌头，成为最赚钱的省属
企业。

9月份以来，济南市在车辆审验方面出台新规，允许检测线完成检测后先行给车主发放年检标志，这样车主节省了等
待时间，车管所也会对检测线数据进行审核，一旦发现问题，可以追回已经发出的合格标志补救。应当说，这是一项方方便车
主的利好政策，但从两个月的运行情况看，享受到此项利好的车主只是少数。检测线为了保险起见，依旧按照原来的程程序
等待车管所审核之后发标。大多数的车主依旧未能享受到新规带来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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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部分企业营收(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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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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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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