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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建筑业增速为近 5 年最高
导报讯（记者 刘勇）从山东省
住建厅获悉袁 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
市场总体平稳遥 商品房销售升温势
头初步得到遏制袁 三四线城市量增
价涨态势有所改观遥
民生工程进展顺利遥截至 10 月

6 日袁 山东省完成清洁采暖气代煤

电代煤改造 9.98 万户袁 正在改造
30.63 万户曰1-9 月份袁 山东省棚户

区改造基本建成 60.3 万套袁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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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项目开工
62.8 万户尧5028 万平方米袁 开工率
达到 93.8%曰 山东铁路沿线环境问
建筑业实现总产值 8424.9 亿元尧新

示袁房地产类行业竞争最激烈遥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袁 济南地
区竞争指数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袁
房地产尧建筑尧建材尧工程行业的竞
争指数最高袁其次是航空尧航天研究
与制造行业袁医药尧生物工程行业排
在第三遥
对于广大求职者关注的薪酬袁

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获悉袁9

原料纸
价暴涨背
后，主要是
原辅材料价
格 攀 升 、市
场需求增加
等多重因素
导致

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9450.2 亿元袁同
比分别增长 20.3%和 23.7%袁 均为

近 5 年来最高增速遥

国 37 个 主 要 城 市 中 排 名 第 25

职期的平均薪酬为 6783 元袁 在全

月份山东 CPI 同比上涨 1.2%袁受上

年翘尾因素减弱影响袁 涨幅较上月
回落 0.5 个百分点遥

与 CPI 涨幅回落不同袁9 月份

山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渊PPI冤同
比上涨 5.9%袁环比上涨 1.1%袁涨幅

比上月分别扩大 0.7 和 0.1 个百分

点曰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7.6%袁环比
上涨 1.1%袁 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8 和 0.3 个百分点遥

位遥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袁济南

前三季度全省电子商务
交易额 2.46 万亿

地区薪酬水平中等袁 平均月薪
4000 元 至 6000 元 的 职 位 占 职 位
总 量 的 36.3% 袁8000 元 以 上 的 占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19.7%遥 具体来看袁信托尧担保尧拍

表示袁今年以来卫生纸已经上调了 3 次

长 71%-77%曰 其中第三季度归母净利

野 现在订报纸的用户 数量 逐年下

博汇纸业三季报则显示袁前三季度

东省商务厅获悉袁1-9 月份袁山东电

实现收入 63.4 亿元袁 同比增长 19.7%曰

子商务交易额 2.46 万亿元袁同比增

啊遥 冶某生活类报纸发行员周小龙正在

469.6%曰扣非后净利润 6.2 亿袁同比增

百分点曰 实现网络零售额 2800 亿

这些下游纸张价格的上涨袁根源来

22.8 亿袁同比增长 15.7%曰实现净利润 2

价格遥

卖尧典当的平均月薪最高袁为 9930

今年以来袁原料纸价一路上涨遥 受

元曰其次为学术尧科研袁薪酬水平为

此影响袁 连废旧纸箱也水涨船高起来袁

降袁最新的报纸征订价格下来了袁每份

9863 元遥

瓦楞纸尧白板纸尧生活纸尧新闻纸尧铜版

涨了 10 块钱袁 增加征订数量有难度

纸等成品纸袁也是连番涨价遥 下游企业

财经八味

利润受到挤压袁在此背景下他们正寻求
逐步转嫁成本压力遥

消费者信息被隐去 智能化防止偷盗信息

为报纸征订价格上涨而头疼遥

自于原料纸的急速上扬遥 据中国纸业网

野上周末把家里积攒了半年多的废

润 9 亿-10 亿元袁同比增长 46%-63%遥

20 到 200 元不等遥

素导致遥 冶长江证券分析师蔡方羿表示遥

365.2 亿元袁增长 43.75%遥 农产品网

分析表示袁今年以来,纸浆市场量价齐

纸厂中有 31 家上调收购价袁 每吨涨幅
在此之前袁从去年 9 月份起袁纸价

就进入上涨通道袁相继经历了两大波上

线。对于原本需要手撕快递单等保

快递企业也推出了不少创新做法，

20 多块钱袁每斤纸箱卖到 9 毛钱袁这么

护信息的行为，
“隐形面单”的推广

京东的做法很“萌”，采用“微笑面

函小区的住户王女士 19 日告诉经济导

涨是从今年 8 月份开始的遥

每吨,而去年年底才 1700 至 1800 元每

多重因素叠加

二是由于我国加强了对造纸主要原材

在“隐形面单”上采取了相关举措。

从事废品回收 10 多年的刘希敏也

据了解，2017 年上半年，中国

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涨势遥 她告诉经

从事淘宝电商服务的商家表

网购用户达到 5.16 亿人，快递业务

济导报记者袁最近废纸回收价格一天有

示，
快递面单虽然小，
但上面的信息

量完成 173.2 亿件，常态化进入单

时三连涨袁一次涨两三毛钱的情况时有

却可以显示出消费者的姓名、手机

日快递亿件时代。在海量快递面前，

发生遥

号、地址、购物详情甚至消费习惯

用户隐私保护显得尤为迫切。
专家表示，
“隐形面单”主要是

照目前的涨价趋势袁 一吨至少能多挣

以让他们掌握消费者的相关信息。

让非法信息收集的人无法从单面上

此前就有媒体专门曝出，有的

直接获取信息，
但这也对企业的数据

200 元袁 就算每天只能收到六七吨袁就

保护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下一步，

用于淘宝刷单，更开出了 300 单以

“隐形面单”的普及化，需要企业全

上，每单 2.5 元的价格。面对如此乱

面提高智能化的派件保障能力。

能多赚 1000 多块钱遥 冶

与废纸收购价格一路上涨相同袁抽

纸尧纸巾等生活用纸也在逐渐涨价遥 野上

5A 级景点增加袁 在线旅游发展迅

速袁 增长 70.14%袁 高出全国 19.51

升,目前国内已经涨到 2200 至 2700 元

个百分点袁增速居东部省份第二遥

山东三箭集团
建筑实训基地揭牌

料之一的进口废纸的管理袁导致进口量
野8 月份袁全国大部分纸厂进行了 3

至 4 次提价袁包括瓦楞纸尧白板纸尧生活
涨 300 至 900 元不等遥 其中用来做纸箱

的瓦楞纸和白板纸价格涨幅最大遥 冶济

南天成印务有限公司经理高天成接受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从业 20 多

年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上涨力度遥

减少袁价格大幅上扬遥
野由于环保新政的实施袁 国内纸箱

导报讯 （记者 初磊 通讯员
朱明丽）19 日袁 山东三箭集团圣翰

厂从 2010 年的 3300 多家减少到目前
2000 家左右袁供应减少了袁需大于供袁

建筑实训基地揭牌遥

价格自然上涨遥 冶山东造纸行业协会的

近年来袁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
院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之路袁 该实训

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导报记者遥

而国务院办公厅 7 月发布叶禁止洋

基地系三箭集团捐建袁 包括模板支
设备袁 可以实现建筑课程理实一体

撑样板尧钢筋绑扎样板等 17 项实训

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袁 造纸类企业利润猛增遥

改革实施方案曳袁 明确禁止进口来自未

个月袁10 卷装的 1600 克卫生纸涨了一

根据晨鸣纸业三季报业绩 预告 袁2017

经分拣的废纸袁 国内废纸总量不够用袁

化教学袁学生足不出校袁便可全面了

年前三季度晨鸣纸业归属上市公司股

纸厂原料库空置袁 恐慌性疯抢废纸袁导

解建筑结构场景袁 增强学生就业竞

型商超纸品销售人员对经济导报记者

东净利润为 26.5 亿-27.5 亿元袁同比增

致成品纸出厂价上升遥

争力遥下一步袁圣翰财贸职业学院会

块钱袁纸巾也涨了两毛遥 冶英雄山路某大

（戚晨）

象，菜鸟开始联合国内物流企业逐

络零售额突破 100 亿元遥 随着全省

山东造纸行业协会一位工作人员

吨遥 究其原因袁一是商品纸浆货源偏紧曰

纸尧新闻纸尧铜版纸在内的原纸袁每吨上

野收购价已经到 1 块钱一斤了遥 按

等，对于不法商家而言，这些信息足

电商企业专门购买这些快递面单，

调袁每一波都要涨几十次遥 最近这波上

36.46%尧38.31%遥 农村网络零售额

材料价格攀升尧市场需求增加等多重因

示部分号码，其它用星号代替。其它

报记者遥

青岛尧 济南和临沂电子商务交
易额提振明显袁 分别增长 47.58%尧

更安全的顺丰“丰密运单”正式上

单”，消费者的姓名和手机部分都

百分点遥

亿袁同比增长 394.6%遥

旧纸箱整理出来卖废品袁30 多斤卖了

用笑脸代替。

元袁增长 34.86%袁高出全国 1.29 个

长 837.8% 遥 其 中 第 三 季 度 实 现 收 入

步推广“隐形面单”。比如手机仅显

京东等都
束。除了顺丰之外，菜鸟、

继续探索推行工学结合尧 校企合作

“双 11”套牢“剁手党”又出新招

的培养模式遥

10 月 20 日凌晨开始抢优惠
一年一度的“剁手节”又快到

还推出了“预售加享限量礼”或阶梯定

了，各电商平台磨刀霍霍，你的手

价的活动，
简直是把“剁手党”的心摸

准备好了吗？

得透透的，
这荷包眼看着是保不住了。

吴淑娟）从山

长 31.64%袁 增速高出全国 2.94 个

实现归母净利润 6.1 亿元袁 同比增长

近日，寄件人信息不显示，
保密

多年从来没卖过这么高的价遥 冶铁路玉

导报讯（记者

野原料纸价暴涨背后袁 主要是原辅

数据袁从 10 月 6 日开始袁全国 40 家造

废纸收购价狂涨

快递行业推出“隐形面单”

也意味着传统快递单的时代将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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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刘勇）19 日袁从

同时建筑业快速增长遥 山东省

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

HER ALD

9月山东 CPI 涨幅回落
PPI 涨幅扩大

题治理率达到 95%遥

报告显示袁 济南地区 2017 年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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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ye dong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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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价上涨：

成率 184.1%袁 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曰

导报讯（记者 戚晨）19 日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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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鲁企前三季度营收 8395 亿元

招远市强化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同比增长 142%

导报讯 （记者 杜杨 通讯员
3.83%袁较年初增长 1.17 个百分点遥 野两

臧瑞菊） 针对招远市推出的加快

作为一个每年“双 11”奋战

不过，是真优惠，还是假折扣降

导报讯（记者 王伟）今年前三季

营业收入尧利润总额尧资产总额尧所有者

到天亮的资深“剁手党”，小编惊

库存，还需要你的火眼金睛哟。切

权益尧上交税费等主要财务指标均实现

金冶占用增速放缓袁野去库存冶成效显著袁

实现全域城市化重点项目袁 该市审

讶地发现，今年“玩法”再度升级。

记，
理性购物。

度袁山东省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 311 亿

元袁 同比增长 142%袁 创近 5 年来的新

较大幅度增长遥

截至 9 月末袁野两金冶 占用余额 1140 亿

计局通过重点关注重大政策落实尧

57%袁已经连续 8 个月高速增长遥

同时袁山东省管企业供给侧改革成效彰

（韩祖亦）

高曰实现营业收入 8395 亿元袁同比增长

本来只想挑一个粉底，却在这种
“玩法”下加满整个购物车。

18 日袁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为提前锁定客户，保证销量，
今年“双十一”，不少商家将“战

发布会袁对省管企业前三季度的经济与

役”打响的时间，提前到了 10 月

行情况进行了上述披露遥
今年以来袁与全省经济发展的总体

20 日，
蓄客时间长达 20 余日。
野八女扒财经冶微信公众号

更重要的是，
（各位“剁手党”

欢迎扫码关注

看过来），在 10 月 20 日，
各大品牌

趋势相一致袁山东省管企业经济运行呈

阅读精彩内容

0000546724 丢失作废袁特此声明遥

山东立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袁经股

东会决议袁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袁由 96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袁
请债权人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起 45

济南市天桥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2015 年 4 月 29 日核准的济南市天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区格林小镇家具专卖店营业执照副本

山东省分公司以下单证院

丢失袁声明作废遥

188000000107165尧147170889972165尧

济南市天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 月 13 日核准的济南市天桥

147170893854165尧147170894068165尧
147170894282165尧147170899565165尧
147170918216165尧147170939231165尧

区鑫泉装饰材料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尧副

147171235183165尧147171235290165尧

本丢失袁声明作废遥

147171243696165尧147171272913165尧

华 海 保 险 已 用 商 业 单 证

前三季度嘉实 15 只基金增超 20%
2017 年前三季度行情收官遥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袁 截至 9 月 29
日袁上证综指今年来涨幅为 7.9%袁
沪深 300 今年来涨幅为 15.9%袁创

业板指同期下跌 4.85%遥 银河证券
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袁今年前三

元袁同比增长 11%袁增速较年初降低 6

财务管理尧工程项目管理尧内控制度

个百分点曰 库存商品余额 433 亿元袁较

建立执行尧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

年初下降 8%遥

责任人职责和个人遵守有关廉政规

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袁1-9 月

定等情况袁 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份袁 省管企业百元收入成本费用 96.64

份袁 省管企业新产品产值 684 亿元袁同

计向纵深推进遥与此同时袁检查核实

元袁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0%袁同比下

17%袁同比增长 6 个百分点曰研发费用

显袁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加快遥
降 本节 支 取 得 较好 成 效 袁1 -9 月

元袁同比降低 1.98 元曰期间费用 867 亿

比增长 104%袁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
况袁对屡查屡犯的问题袁分析原因袁

现野稳中有进尧进中向好冶的良好态势袁

降 3 个百分点曰 成本费用利润率

147171273020165尧147171284121165尧

147635608780165尧147635608887165尧

147635697160165尧147635716774165尧

147635719683165尧147635719790165尧

147171284442165尧147171284763165尧

47635620212165尧147635625816165尧
147635628511165尧147635650927165尧

147635717095165尧147635717105165尧
147635717212165尧147635717319165尧

147635720014165尧147635724645165尧

147171284228165尧147171284335165尧

147171287886165尧147171287993165尧

147171293821165尧147171293928165尧

147171294035165尧147171294463165尧

147171296078165尧147171296185165尧

147171311713165尧147171311927165尧

147171312248165尧147171322055165尧

147635615785165尧147635615902165尧
147635654264165尧147635665793165尧
147635678626165尧147635679813165尧
147635679920165尧147635687888165尧
147635689396165尧147635690262165尧
47635697160165尧147635701577165尧

147635534206165尧147635534848165尧

147635712902165尧147635713009165尧
147635713116165尧147171294142165尧

147635544334165尧147635544441165尧

147635576878165尧147171287458165尧

147635536142165尧147635536356165尧

147635582268165尧147635594877165尧

147635598117165尧147635598224165尧

7 只超 30%

季度袁 嘉实基金旗下共有 15 只基

在经济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

稳健曰进一步观察袁嘉实旗下绩优

金净值增长率超过 20%袁其中 7 只

基金覆盖了多类型产品袁包括股票

数据看袁嘉实旗下基金不仅今年来

147635576878165尧147171287458165尧
147635571488165尧147635544334165尧
147635598224165尧147635690262165尧

支出 64 亿元袁同比增长 37%遥

147635716881165尧147635716988165尧
147635717426165尧147635717533165尧
147635717640165尧147635717747165尧
147635717854165尧147635717961165尧
147635718068165尧147635718175165尧
147635718282165尧147635718389165尧
147635718496165尧147635718506165尧
147635718613165尧147635718720165尧
147635718827165尧147635718934165尧
147635719041165尧147635719148165尧
147635719255165尧147635719362165尧
147635719469165尧147635719576165尧

披露报告袁督促整改遥

147635719897165尧147635719907165尧
147635724752165尧147635724859165尧
147635724966165尧147635725073165尧
147635725180165尧147635725287165尧
147635725394165尧147635725404165尧
147635725511165尧147635725618165尧
147635745767165尧147635745874165尧
147635745981165尧147635746088165尧
147635749007165尧024019000189166尧
024019000296166尧024019000306166尧
024019000413166尧000415895843018尧

000415895950018渊127 份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国网山东电科院院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院

再次获评全国电力建设优秀调试企业

保障农户秋收用电安全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孙婷婷

王爽）日前袁国网山东

电科院中实易通公司荣获 2016 年度全国电力建设优秀调试企业称

导报讯（记者

王旭光

通讯员

任延友）10 月以来袁国网沂

源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袁加大巡查巡视力度袁重点检查和维护秋收

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 30%遥 从公开

型基金尧混合型基金尧指数型基金尧

号袁一名项目经理荣获野全国电力建设优秀调试项目经理冶称号袁这已

线路和用电设施袁积极排查隐患故障袁确保农民秋收期间安全可靠

细分子类型基金中也不乏嘉实绩

是该院连续第 12 年获此殊荣遥 近年来袁中实易通公司加快转型发展袁

用电遥 该公司组织员工成立服务小分队袁走村串户袁排查涉农电力

业绩突出尧绩优基金数量在业内领

QDII 基金等袁 且各大类型基金的

先袁旗下基金的中长期业绩也颇为

优基金的身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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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术水平袁大力拓展新能源和电网侧等业务领域遥 2016 年袁该公

司全年共调试投产 8 台机组袁 其中包括 3 台百万千瓦级火电机组袁总
装机容量达 6410 兆瓦遥

设施尧农户家用线路尧电器等袁重点检查维护秋收涉及的供电线路
和用电设施袁消除安全用电隐患袁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书册袁增强
农民安全用电意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