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HERALD 经济导报
●责任编辑：吕文 电话：0531-85196322 E-mail:xshxzy@sina.com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C4

出版：《经济导报》社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F24 邮编：250014 广告许可证：3700004000159 印刷：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社印刷厂)

市场 Market

E

239家鲁企入选

出口先导指数样本企业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从青

岛海关获悉，日前239家山东

企业入选“中国外贸出口先导

指数样本企业”，全国共有

3000家出口企业成为此轮调查

样本企业。

据了解，自 2 0 1 2年 6月

起，海关总署组织实施中国外

贸出口先导指数调查，每月面

向样本企业收集订单、成本和

信心等微观数据，编制并发布

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从与

我国月度出口实际增速的拟合

程度来看，先导指数对我国未

来2-3个月出口的走势具有较好

的预测作用，受到了国家宏观

经济管理部门、国内国际研究

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引用。

济南昨起试点有奖发票

实行即开、定期两次开奖

导报讯(记者 刘勇)14日，

济南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

济南市税务局联合下发《关于

有奖发票试点工作》的通告，

决定自当日起在该市开展有奖

发票试点工作。

据了解，有奖发票实行两

次开奖。第一次开奖为即开即

奖。购买方取得普通发票后，

可通过支付宝APP中的“发票

管家-发票摇奖”模块，扫描

或手工录入发票信息，参与发

票查验和即时开奖，中奖奖金

将直接存入中奖者的支付宝余

额。第二次为定期开奖(通过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官网

提前告知开奖日期)。

青岛、济南“硬环境”

分列全国第6、第10位

导报讯 (记者 吴淑娟 )

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百强榜

日前出炉，上海、北京、深

圳、广州、南京、武汉、杭

州、天津、成都、西安排在前

10位，山东的青岛、济南分列

第12位、16位。

在硬环 境 指 数 排 名 方

面，青岛、济南分列第6和第

10位。

据了解，《2019中国城市

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由万

博新经济研究院联合中国战略

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

会和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除

青岛、济南外，山东其他上榜

城市的排名如下：烟台第33

位，淄博第37位，威海第40

位，潍坊第42位，济宁第61

位，临沂第62位，东营第第71

位，泰安第72位，滨州第80

位，聊城第82位。德州第87

位，菏泽第95位。

国际金价大涨，公司年报利润却为负数

园城黄金“由盈转亏”存疑问

导报讯 (记者 刘民 ) 5月1 3

日，继4月20日山东移动打通省内

第一个5G手机通话之后，山东移

动在济南举办千兆宽带开通仪

式。据了解，山东移动“光宽

带”在最近率先实现了千兆入

户，相比于百兆宽带，千兆宽带

将真正实现用户“分分钟下载高

清电影”的梦想。5G电话的打

通、第一批5G友好体验客户的产

生、16市5G体验厅的同步开通以

及“光宽带”千兆入户的实现，

这些都标志着山东移动正式迈入

“双G双提”时代。

13日下午，在济南移动共青

团路营业厅数字家庭专区，山东

移动总经理张轩通过家庭固定电

话与山东移动第1200万位宽带用

户进行了现场视频连线，他邀请

该用户成为山东移动“千兆宽

带”体验客户。随后，在营业厅

5G体验中心，张轩向5位5G友好

体验用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5G体

验手机，并宣布全省16市的5G体

验厅同步揭牌开放，欢迎广大用

户进厅体验。

几名刚刚办理完业务的用户

走进5G体验中心，在讲解员的指

导下，戴上VR眼镜，欣赏无人机

传回的高清视频。“5G不是看不

见的，也不是摸不到的。”在营

业厅办理业务的王先生现场体验

后赞叹不已，“没想到在家门口

的移动营业厅就能提前感受5G，

这 5 G 离 大 伙 儿 真 是 越 来 越 近

了。”据了解，在全省16个市的

5G体验厅内，不光有丰富的5G体

验设备，借助CPE设备将5G信号

转换为WiFi信号，广大用户使用

现有手机即可尽享5G带来的极速

体验。

在活动现场，山东移动相关

技术人员介绍，“千兆宽带”最

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相比于百

兆宽带，其网速提升了大约 1 0

倍，下载速率更是可达 1 G B每

秒。也就是说，下载一部大小约

8GB的超高清电影只需1分钟左

右。此前传输一个数百GB的文

件，只能通过快递移动硬盘，或

者借助云储存平台。但随着“千

兆宽带”的普及，文件可以通过

网络直接传输，在安全快速的同

时，还能节约成本。另一方面，

“千兆宽带”作为数字家庭的入

口，将为打造智能家庭新生活奠

定基础。通过“千兆宽带”，可

以实现家庭智能设备的信息交互

和自动控制，将大大提升家庭生

活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千兆

宽带还可用于VR体验，观看8K电

影。”山东移动相关技术人员说。

目前，山东移动用户已超过

6600万人，在山东省率先实现全

省16市的5G视频电话互拨互联；

宽带资源覆盖全省3900万家庭，

用户达到1200万人，率先实现千

兆入户，百兆以上宽带占比超过

80%，并将在6月底前实现全量宽

带百兆覆盖。

山东开启“双G双提”时代 16市5G体验厅同步开放

◆导报记者 韩祖亦

家住济南市历下区的

王先生经常通过“饿了

么”叫外卖，因此对周边的

热门外卖，他如数家珍。

对商家的卫生情况，

王先生也丝毫不敢马虎。

“一般我都会 在 ‘ 饿 了

么’上先看商家的资料

和图片，只有那种规范

的门店，我才敢叫它们

的外卖。”

日前，他正巧路过一

家早已“考察”过资料和

图片的粥店附近，便想去

店里买碗粥。几经辗转终

于找到店铺后，眼前的景

象却跟他从“饿了么”上

看到的介绍大有出入，让

王先生简直不敢相信。

“饿了么”上的这家显

示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燕子

山小区东路11号”的“禧

粥记”，其厨房从图片上看

十分干净、整洁且明亮。

但王先生看到的实际

情况，却是黑暗、杂乱的

环境。只有10平方米左右

的门面，五六名工作人员

在内忙碌，一桶不知道什

么品牌的食品油摆在门

口。菜单图片中令人食欲

大增的热狗脆骨肠，已经

在门口处炸好冷却。窗户

一旁更是紧挨着放置着一

个大垃圾桶，不时有气味

传来。

看到这样的环境，王

先 生 是 一 口 都 吃 不 下

了。“照片和实际情况

天上地下，而且地址也

是错的。”

经济导报记者查询该

店在“饿了么”上的登记

地址，发现“燕子山小

区东路 1 1号”在百度地

图上的定位地址为“冶

金宾馆”。

然而，这家店却实际

位于“历下朝阳门诊部”

的巷子里。在这条小巷子

里，除“禧粥记”外，经

济导报记者还看到了“九

州町·日式便当”、“渔八

方·烤鱼饭”等热门外卖商

家的招牌，不时有外卖人

员进出取餐。

为此，经济导报记者

联系了“饿了么”的客服

人员，但截至发稿，“饿

了么”方尚未予以回应。

导报讯(记者 王伟)

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分

子不断变换花样，以各种

明目诱骗公众上当，越来

越多的案件体现出攀附国

家政策，以国家倡导的创

新、扶贫、慈善互助、养

老等政策为幌子从事犯罪

活动，欺骗性越来越强。非

法集资犯罪的哪些表现形式

最具欺骗性、迷惑性？

在14日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

对10种投资、理财项目提

出特别提醒：以“看广

告、赚外快”、“消费返

利”等为幌子的；以投资

境外股权、期权、外汇、

贵金属等为幌子的；以投

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

或“免费”养老为幌子

的；以私募入股、合伙办

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

业工商注册登记的；以投

资“虚拟货币”、“区块

链”等为幌子的；以“扶

贫”、“慈善”、“互

助”等为幌子的；在街

头、商超发放广告的；以

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

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投资”、“理财”公

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

的；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

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

投资款的。

那么，群众在受到非

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侵害后，应该如何报案？

该负责人表示，广大

群众在发现自己受到非法

集资行为侵害后，应直接

到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的

公安派出所或经侦大队报

案，报案时请携带用于集

资的合同、文件、转账流

水、说明书、承诺书等，

携带犯罪嫌疑人用于推广

的广告、宣传单、说明

书、推介会等材料；参与

P2P投资的，要携带APP或

平台网站上的个人账户资

金信息首页、账户注册实

名 认 证 、 认 筹 ( 充 值 ) 记

录、提现记录、账户银行

绑定、资金出入记录等截

图打印，以及其他能反映

案件情况的相关凭证、收

据、照片、网页截图、公

司人员推广短信等资料打

印或复印件。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受国际金价大涨影响，A股黄

金板块在市场大跌情况下，依然取

得较佳表现，但实际上，个股经营

面中暗藏的风险不容小视。

15日，园城黄金(600766)披露

称，公司收到上交所对其2018年年报

的事后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持续

经营能力、现金流情况等问题，直

指公司去年“由盈转亏”的原因，

以及会计处理中可能存在的隐患。

现金流大降

营业成本暴涨1133%

园城黄金是一家以托管金矿业

务为主的上市公司，其发布的2018

年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

收1207 . 90万元，同比增长8 . 78%；但

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却为-234 . 94万元，

较上年同期由盈转亏。

对此，上交所指出，公司同期

营业成本达到477 . 93万元，同比上涨

1133 . 45%，增加的原因主要系商品

销售成本增加所致。就此上交所要

求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和经营状

况，说明在营业收入基本持平的情

况下，本期公司营业成本大幅上涨

的原因及合理性。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6 . 84万元，

同比下降72 . 19%；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112 . 11万元，2017年

为-765 . 36万元，增加的原因主要系

园城集团借款增加所致。上交所要

求公司分别披露借入方和借出方，

说明集团借款的原因、时间、利

率、用途，协议的主要条款，以及

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而在其他应付款方面，上交所

指出公司2018年其他应付款金额为

7325 . 53万元、2017年7315 . 72万元，

占公司负债的68 . 12%和68 . 83%，占比

较大。其中，关联方资金往来717 . 66

万元、非关联方资金往来6548 . 87万

元。就此，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

露关联方、非关联方资金往来中的

关联方、非关联方的名称、具体往

来款内容、对应业务情况及款项偿

还情况。

投资标的长期亏损

未计提减值准备

上交所问询函中，还对园城黄

金在会计处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隐患

提出问题，要求做出详细说明。

如公司2018年存货金额为1 . 03亿

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64 . 84%，而

2017年存货金额也是1 . 03亿元。其

中，低值易耗品2 . 35万元，开发成

本2020 . 29万元，开发产品8286 . 61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全部为低值易耗

品计提，金额只有44 . 64万元。

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托管经营

的业务模式，分别说明开发成本和

开发产品的具体明细、开发的进展及

成果，解释这两项科目金额较大的原

因，以及对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未计

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公司报告期

内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3793 . 0 6万

元，占公司总资产的23 . 85%，比重较

大，主要为对联营企业烟台园城黄

金矿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据披露，

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2018年净

利润-919 . 57万元，2017净利润-304 . 33

万元，2016年为-170 . 12万元。

就此，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

露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近年

来业绩持续为负的主要原因、公司

未对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计

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以及截至目前

对长期股权投资等金融资产的后续

管理是否已有明确方案。

“饿了么”的商家照片能信吗？

“门诊部”小巷里竟藏着
这么多外卖商家

山东省公安厅提示警惕非法集资

这10种投资理财项目，别买！

教育代表团来济走访多所学校，举办见面会……

新西兰热望山东留学市场

Shi chang feng biao
市场风标

“八女扒财经”微信公众号
欢迎扫码关注 阅读精彩内容

E 财经八味

导报讯(记者 段海涛)14日晚，

“留学新西兰教育规划私享会”系

列活动，在趵突泉畔画上了句号。

新西兰68校教育协会主席、新西兰

HCS校长Shaun Brooker感叹：“几

天以来，在与泉城学生和家长面对

面活动中，新西兰的教育体系与教

育理念得到了参会者的广泛认同，

新西兰教育代表团将每年在中国举办

类似活动，真诚地邀请中国的学生到

新西兰参观访学并开展文化交流。”

作为2019年中新两国文化交流

的重磅活动，由主办方新西兰本土

知名留学服务机构Into NZ留学教育

中心带领的新西兰教育代表团，近

日走访了包括山师附小、山师附

中、舜耕小学、齐鲁实验学校在内

的多所学校与教育机构，并在舜耕

山庄、招行济南分行贵宾中心连续

举办了两场“留学新西兰教育规划

私享会”。

Into NZ留学教育中心市场总监

Lillian表示，新西兰的教育质量及成

果连续多年在全球名列前茅，在世

界范围内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口碑。

新西兰教育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之

一，就是要传递新西兰政府对国际

留学生的积极政策和良好态度，促

进中国家长及学生群体对于新西兰

教育的更多了解。

据Shaun Brooker与HCS国际交

流部主任MingYi介绍，2013、2015年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显

示，新西兰基础教育连续位居英语

国家前3名。2017年经济学人智库发

布的全球首个“未来教育指数”评

估报告显示，新西兰教育排名位居

世界第一。新西兰政府在对留学生

的教育设施及师资力量投入、寄宿

家庭审核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政策保障。为了更好地让留学生得

到国际职业素养方面的锻炼，新西

兰政府还为获得学士学位及以上学

历的留学毕业生，提供3年开放工作

签证，这种政策支持强于其他国家

的相关政策。

Shaun Brooker介绍说，本次新

西兰教育代表团将走访西安、石家

庄、济南、北京4地，前期已与西

安、石家庄的相关部门及学校签署

了教育合作项目框架协议。

上 交

所 要 求 公

司 说 明 持

续 经 营 能

力、现金流

情 况 等 问

题，直指公

司去年“由

盈转亏”的

原因，以及

会 计 处 理

中 可 能 存

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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