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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Zui xin xiao xi

●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0日，春

节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

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252万

人次，同比增长3 . 3%，创今年春运

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

●春节期间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1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10日

18时，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和直接

经济损失分别同比下降1 9 . 7%、

7 . 8%、13 . 6%，森林草原火灾起数

同比下降30%。

●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人

员增长超一成 10日从国家移民管

理局获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

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 . 3万

人次，同比增长10 . 99%。其中，内

地居民出境目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

括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

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基金管理公司2018年养老金

管理规模排名出炉 据中国基金业

协会最新数据，基金管理公司2018

年养老金管理规模排名出炉，工银

瑞信、华夏、嘉实位列前三，易方

达、博时、南方、鹏华、银华、广

发、富国紧随其后，位列前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

调414个基点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的数据显示，11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6 . 7495，较前一交

易日下调414个基点。

●印度假酒事件致死近90人

据《今日印度》周刊报道，印度北

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日发生的假酒

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近90人。截

至目前印度当局已抓捕至少30名涉

案人员，查获超过400升的假酒，

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员被停职

调查。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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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 )

被称作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

式作品的《流浪地球》，在

多部热门影片贴身肉搏的春

节 档 成 为 当 之 无 愧 的 “ 黑

马”，票房目前遥遥领先。

那么，其背后又有哪些A股上

市公司正在欢呼庆祝呢？

1 0 日 晚 间 ， 文 投 控 股

(600715)公告称，公司参与投

资的电影《流浪地球》已于2

月 5日起在中国大陆地区公

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

10日0时，该片累计票房收入

约为15 . 93亿元(最终结算数据

可能略有误差)，超过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50%。

不过，文投控股表示，

因公司参与投资该影片的比

例较小，截至2月10日0时，公

司投资于该影片所产生的营

业收入尚未形成较大规模，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大。

“目前，该影片还在上

映之中，其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最终票房以中国大陆地区

各电影院线正式确认的结算

单为准；同时，该影片的版权

销售等其他收入暂无法估计。

电影票房收入与公司实际可确

认的营业收入之间存在差异，

请广大投资 者 注 意 投 资 风

险。”文投控股表示。

上海电影(601595)同样参

与发行及部分投资了《流浪

地球》，截至2月7日24时，该

片累计票房收入(不含服务费)

7 . 36亿元(最终结算数据可能略

有误差)，已超过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报表营业收入的50%。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

截至2月7日，公司来源于该影

片的综合收益暂为-280万元至

-230万元。但鉴于影片还在上

映中，相关收益将随着票房增

加而相应增长。同时，影片涉

及的其他收入暂无法估计。

北京文化(000802)则于1月

份公告称，公司与郭帆文化

传媒等联合投资了电影《流

浪地球》。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署影片<流浪地球>联合

投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郭帆文化传媒

签署《电影<流浪地球>联合

投资协议》，郭帆文化传媒追

加投资电影《流浪地球》，

追加投资金额900万元。

中国电影(600977)在2018年

半年报中也透露，截至本报

告日，公司主导或参与投资

出品《流浪地球》《中国合

伙人2》《希望岛》已完成拍

摄，同时签约《流浪地球》

版权项目。

截至昨日票房已近16亿 文投控股等参与其中

《流浪地球》背后闪现多家A股公司身影

据新华社电 据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10日发布的数据，刚刚过

去的猪年春节“黄金周”(2月4日

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

售额超过1万亿元，达到约10050亿

元，同比增长8 . 5%；全国旅游接待

总人数 4 . 1 5亿人次，同比增长

7 . 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

比增长8 . 2%。

据商务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

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智能家

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

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此外，节日

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36

个大中城市大米、面粉价格均与节

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上涨，

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节前上涨

4 . 4%。 (于佳欣 胡浩)

春节黄金周
全国消费首破万亿
旅游接待总人数超4亿

据新华社电 济南市政府近日

出台《济南市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

展若干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

银”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和直接融

资，其中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挂牌的企业一次性补助600

万元。

政策规定，按照当前的审核机

制，拟上市企业在山东证监局完成

报备并正式进入辅导期的，补助200

万元；证监会受理上市申报材料

的，补助200万元；企业上市成功

的，补助400万元。新迁入济南市企

业3年内成功上市的，除享受企业

上市各项补助外，另补助100万元。

对通过借壳、买壳、吸收合并

等资产重组形式实现上市的企业，

一次性补助800万元。对在境外主

要证券交易所实现上市的企业，一

次性补助800万元。

济南规定，对首发上市的公司

按融资额给予补助：融资额达到10

亿元(含)以上的，补助80万元；达到

5亿元(含)、不足10亿元的，补助50万

元；不足5亿元的，补助20万元。

此外，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

业，也按照实施进程分阶段给予扶

持补助。 (王志)

济南：挂牌科创板
一次性补助600万

新三板两鲁企

“尝鲜”回购新招

导报讯(大众报业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人勤春来

早，万事日相催。2月11日是

2019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

委、省政府在山东会堂召开山

东 省 “ 担 当 作 为 、 狠 抓 落

实”工作动员大会。会议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在全省部署推进“工作

落实年”，动员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弘扬奋斗精神，崇尚真

抓实干，踏着时代节拍，加快

追梦步伐，奋力开创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龚

正主持，省政协主席付志方，

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出席。

刘家义在讲话中指出，现

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担当作

为、狠抓落实，把“规划图”

变成“施工图”，把“时间

表”变成“计程表”，让蓝图

成为现实。我们要以坚定“两

个维护”引领落实，以落实成

效体现“两个维护”，抓好各

项部署落实，推进各项工作纵

深突破。

刘家义就如何担当作为、

狠抓落实讲了 5个方面的意

见。一是转变作风，扑下身子

抓落实；二是鼓足干劲，振奋

精神抓落实；三是加强学习，

提高本领抓落实；四是创新方

法，完善机制抓落实；五是严

明纪律，步调一致抓落实。

刘家义最后说，时间带走

一切、时间也带来一切，只有

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

在。它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我

们有所作为的时间。各级领导

干部要有“事思敬”“执事

敬”的敬业精神和“光阴迫”

“从来急”的奋进态度，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勇做新时代泰山

“挑山工”，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驻济省直部门

(单位)、省管企业、中央驻鲁

单位、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

员，驻济民营企业代表等2000

余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

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春节前，神州宝沃汽车召

开新零售合作伙伴全国招商项

目说明会，被寄予厚望的“新零

售”模式开始落实。该模式不

仅与以4S店为代表的传统“大

店”模式大相径庭，神州优车

方面亦将其提高到为整个汽车

销售领域“减重”的高度。

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发

现，虽然神州优车的网点布局

符合“千城万店”的目标，但

目前其“租车”与“零售”两

个业务尚未打通，宝沃汽车的

销售，短期内不太可能打“翻

身仗”。尚处于起步阶段的

“新零售”模式要想最终“为

汽车行业‘减重’”，神州和

宝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冷门车春节成
租赁热门

神州租车(神州优车旗下

四大板块之一 )驻济某服务

点，设在了槐荫区第二停车场

内。2月11日，当经济导报记

者造访这里时，发现服务点屋

内竖着一幅神州优车“汽车新

零售”招商合作的宣传“易拉

宝”，上面只推介了一个汽车品

牌——— 宝沃。工作人员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因为宝沃汽车是“自

家人”，所以公司大量采购并供

客户租赁，“客户普遍反映宝

沃开起来还不错，春节期间这

些车的‘出车率’非常高。”

如果不是神州租车，宝沃

可能一直是款冷门车。根据

“515汽车排行网”的数据，

宝沃汽车全系2018年全年才卖

了32942辆，只相当于排名第

一的大众的1%；而在济南，

业内人士估计，宝沃的保有量

也就千余台。

销量不理想，时任宝沃汽

车总裁的杨嵩在一封公开信中

感叹：“今年(2018年)的中国

车市……呈现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残酷局面，其典型特征就是

量价齐跌。”

未料，杨嵩竟一语成谶。

根据工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

2018年，国内汽车产销同比分

别下降4 .2%和2 .8%，这是近30年

来中国车市的首次下行。此外，

12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8.2万

辆和266.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8 . 4%和13%，年底的下滑趋势

比整年走势更加“残酷”。

正在行业整体加速下行

时，宝沃被一个“出行和汽车

领域领先的综合服务平台”成

功介入了——— 公开资料显示，

神州优车于去年年底成功收购

了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67%

的股权。

除了用作网约车和租赁，

神州优车还联合宝沃于今年1

月8日发布了“新零售”平台

的战略。发布会上，神州优车

集团董事长兼CEO陆正耀直指

传统汽车销售模式的弊病———

过于沉重的“大店”模式，

“造成成本的居高不下，使得

整个经销商体系(4S店)压库存，

最后不行就甩货，非常累。”

汽车销售
能进社区吗

神州租车驻济的另一处服

务点，设在东瀚商业广场。这

里被居住社区伟东新都所包

围，而且，相比槐荫那个点，

这里更加精简——— 连工作人员

都没聘。据这里的停车场工作

人员介绍，平时神州的车由他

们管理，“顾客出示一下手机

相关信息，就可以还车了。”

深入社区、人员精简、用

车灵活，这正是上述“新零售

平台”的特点。根据陆正耀的

愿景，这一平台网点的营业面

积 “ 可 能 四 五 十 平 米 就 够

了”，而且要设在“人流多的

地方，无限贴近客户”；未来

还要下沉到县级市，实现“千

城万店”的规模。>>下转A4版

相对于传统的4S店的“大店”模式，精

简某个销售网点，使之成为2S甚至1S店都是

可行的，但前提是该网点周围形成规模优

势，有多个同类网点供消费者比对

“新零售”起步全国招商 欲颠覆传统4S店模式

神州宝沃社区卖车还欠火候

责任编辑：曲波 视觉总监：小犇

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在济召开

心无旁骛干事业 聚精会神抓落实

“四不两直”搞调研

省委常委和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

每年在基层调研不少于2个月，采用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四不两直”方式，掌握第一手情

况。各级都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

过场、搞形式主义。

要尽快开通“省级领导直通

车”，各县(市、区)每年提报1个最

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直接呈报省委

和省政府，县委书记可直报省委。

同时，将开通“厅局长直通

车”，建立县委书记、县长与厅长直

接沟通机制。

要大胆使用《亮剑》中“李云

龙式”的干部。这类干部推荐时，

即使“得票”不最高，也要为他们

撑腰鼓劲。

省委、省政府将加大表彰力度，

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创设“攻坚

克难奖”“勇于创新奖”等。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当自己负责

的工作不落实、落实不好的时候，一定

要反观自己在不在状态，自问四个“为什

么”。一问自己有没有追求卓越的境

界，二问自己有没有迎难而上的担当，

三问自己有没有一抓到底的激情，四

问自己有没有常抓不懈的执着。

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空头政

策”“无效文件”，要倒查部门责

任。今年3月之前，省直各部门都

要对近两年下发的政策性文件进行

梳理，责任不明确的，补充下发责

任清单。今后出台政策性文件，一

律逐条明确部门责任。

倒查“空头政策”部门责任

今年各级会议数量要减少1 /3

以上，各级简报要压减1/3以上，各

级制发文件数量要减少1/3以上，基层

上报的报表材料一律压减1/2以上。

文件要务实管用，除事关长远和

全局发展规划外，原则上不得超过

3000字。

严格落实会议审批和报备制度，

各级一律不开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会

议，能合并召开的一律合并召开，能

开视频会的一律不集中开会，能现场

办公解决的事情一律不开会。

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和时间，提倡

开短会，一律不得要求无关人员层层

陪会；省里直接开到县乡的视频会

议，市县如没有新的具体措施原则上

不再开会。 (据海报新闻）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信

访“领导包案”“带案下访”“公

开接访”制度，今年对10年以上的

信访积案要全部“清零”，5年以

上的要化解50%以上。省级领导按

职责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积案化

解任务，并实行每月销号制度。

会议、简报、发文量至少减1/3

开通“省级领导直通车” 自问四个“为什么”

“清零”10年以上信访积案大胆使用“李云龙式”干部

●打着“飞的”跨省种菜去
●荒山秃岭摇身变成“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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