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年前，世纪开元还是济南

街头的一家小冲印店。如今，

它已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服务超460万中小微企业用

户和1500万个人用户。这家在

“泉城”济南成长起来的创新

企业———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在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郭志强的带领下，无时

无刻不在颠覆行业。

“数码相机时代到来，使

我们的很多老客户减少了来店

次数，逐渐清冷的生意让我看

到 了 冲 印 产 业 的 ‘ 天 花

板’。”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得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郭志

强在2002年针对用户需求将冲洗

店的服务模式放到了网上。

2003年，世纪开元网站上

线，这是国内首家网上冲印的

电商平台。2011年，世纪开元

入驻淘宝，当年就收获了在线

冲印市场3 0%的份额。现在，

7 0%以上的网上冲印业务属于

世纪开元。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让

企业打破“天花板”，有成长

的空间，一方面是从渠道和品

类上有突破，另一方面又不仅

仅是打破产品、地域的边界，

更重要的是打破用户的边界。

在世纪开元，无论是影像产

品，还是印刷产品，无论是B端

企业，还是C端个人，都能享受

到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小公司的

小批量业务同样享受到高规格的

服务，两盒名片5块钱，1000个定

制的一次性水杯99元，一本照片

书39元，而且都能包邮。

2018年开始，世纪开元成立

线下体验店。这不是一种简单

的回归，而是一种战略上的考

量。这个战略就是世纪开元未

来发展新零售的战略，是线上

线下整合提升的战略。

“现在，印刷行业缺少一

个全国性的服务品牌，我们的目

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国性服务品

牌，进而通过自身不断增长的影

响力，打造更健康的行业生态系

统，对印刷行业的发展起到更大

的推动作用。”世纪开元如今

多元化发展，其与山东省博物

馆开创的系列文创产品甫一亮

相就成为代表齐鲁文化的“网

红”，公司也将业务延伸到了更

多的领域。 (导报记者 戚晨)

“85后”企业家、胜通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

伟，带领企业崛起于渤海之滨，

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新能源综

合服务运营商、成为我国天然气

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在2017年北方天然气市场出

现供需紧张的情况下，胜通能源

从广东珠海金湾接收站和粤东接

收站装车行驶数千公里，将

LNG运输到北方地区，弥补用

气缺口。此举开启了“南气北

运”新的篇章，为民生保障工作

做出积极贡献。

“2018年11月从龙口港成功

接收中海油首船LNG罐箱，是

我国首次利用液态储存罐箱方式

将南方富余天然气运往北方。在

LNG多式联运方面进行大胆创

新和尝试，增加了全国各地‘煤

改气’的信心。”张伟携手上游

供应商推动“南气北运”战略落

地，弥补北方用气缺口，为北方

各地居民温暖过冬及打赢蓝天保

卫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8年以来，胜通能源紧紧

抓住山东省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试

验区这一重大机遇，持续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逐步成为中国天然

气行业的生力军。

另一件大事，也令业界对张

伟刮目相看。2018年9月20日，

胜通能源与振华石油强强联合，

在我国首次进口LNG窗口期产

品竞拍中拔得头筹，以0 . 265元/

方的价格摘单，在全国能源企业

中率先进入 L N G 基础设施的

开放市场。

胜通能源涉足上游LNG国

际采购，通过窗口期的形式进口

整船LNG，有效打通国内外LNG贸

易，在市场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从中海油沿海各个LNG接

收站提气配送到全国用户，胜通

能源当日提取计划52车，总数量

达到1040吨。所有车辆装载完毕

后立即出发，将LNG配送到全

国客户。国内第一笔LNG进口

窗口期订单的获得是胜通能源积

极的执行和推进，更迎来发展道

路上的新机遇。

展望2019，公司预计投资建

设或收购加气站5座。通过加气

站的布局和建设，将推动公

司“打造中国最好的新能源

综合服务运营商”的战略脚步

更进一步。 (导报记者 戚晨)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伟：

智勇新星拓路LNG领域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郭志强：

“触网蝶变”颠覆传统印刷业

“创新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之

一。水发集团从成立起一直坚持

创新，其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刘肖军，在山东

财经风云榜颁奖现场接受经济导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水发集团是山东省

属一级国有独资企业，不管是水

利业务领域还是企业发展方面，

都始终把创新发展放在企业成长

的关键位置。

“通过三个方面的制度创

新，水发集团成立至今不足 1 0

年，资产由2010年的9 . 21亿元发展

到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107倍；

营业收入由2010年的0 . 34亿元发展

到151亿元，同比增长443倍；利润

由2010年的亏损202万元增至10亿

元。”刘肖军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据刘肖军介绍，围绕制度创

新，水发集团着力推动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力度，对一级权属公

司在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引入央

企、世界知名企业，引进社会资

本。同时，全力推进资产证券

化。在资本市场成功控股了主板

上市公司大连派思及4家新三板企

业，目前正在并购H股的两家上

市公司。

此外，还推行员工中长期激

励机制。如在全省率先试点员工

跟投机制，对充分竞争的项目实

施员工跟投，从源头上确保项目

的可行性与收益。

“比如我们的激励机制创

新，就极大地带动了员工的积极

性。”刘肖军举例说，“以我们

收购的一家以废钢回收、汽车拆

除为主营业务的民营环保类企业

为例，这家企业当时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金短缺，我们收过来后采

取了员工跟投机制，第一次跟投

就有100多名员工跟投了3000万

元，通过一年的运行，回报率达

到30%以上。”

刘肖军表示，创新无止境，

水发集团将在集团架构上继续创

新，从当前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

向星团式结构发展。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全省率先试点员工跟投

莱商银行副行长段伟，对创

新也是深有感触：“莱商银行通

过创新，实现了资产、存款、贷

款、拨备前利润等指标再创新

高，增量增速继续保持省内城商

行前列。”

据段伟介绍，面对银行业发

展转型的全新挑战和自身存在

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莱

商银行坚持“创新引领”，不

断完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思

维，营造创新氛围，结合先进

金 融 科 技 技 术 拓 宽 创 新 渠

道，开展全面创新，实现了弯

道追赶。

“莱商银行成立了创新发展

部和创新管理委员会，完善全行

产品与服务创新的内部管理机

制，激发全行的创新思维。同

时，瞄准先进同业开展对标学

习，探寻更多潜在的创新领域及

方向。”段伟对经济导报记者

表示。

据了解，莱商银行通过借鉴

互联网思维，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等已有金融科技技术，构建了

产品创新渠道，整体收益提高。

围绕民生保障、先进制造业、新

兴产业等维度，建立起总分支三

级、立体式的新旧动能客户沙

盘。围绕民营和小微企业需求，

在本部成立了小微金融服务中

心，开通了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

“绿色通道”。通过开展直销银

行、七星消费分期、蚂蚁金服等

创新项目，有效提升资产负债两

端的获客能力；“微业贷”等项

目则实现了小微企业批量线上

获客，有效改善了全行监管指

标水平。

据段伟介绍，莱商银行还加

快传统发展动能升级，研发上线

商票保贴、国内订单融资、“融

资租赁+国内证+福费廷”、供

应链金融、个人结构性存款、

“天天盈”系列开放式理财等

10余个业务产品，支撑了全行创

新发展。

“通过创新机制，莱商银行

迸发了新的活力。”段伟说。

(导报记者 吴淑娟)

莱商银行：

“创新引领”实现弯道追赶

张张伟伟带带队队在在新新加加坡坡洽洽谈谈合合作作，，由由胜胜通通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董董事事长长助助理理刘刘鹏鹏代代为为领领奖奖。。经经

济济导导报报社社社社长长、、总总编编辑辑韩韩希希江江((左左))为为其其颁颁奖奖

●颁奖辞：

敢于说不、勇

于创新，他不断刷

新印刷行业的定

义。他通过互联网

颠覆了传统印刷

行业的格局，用经

营业绩有力诠释

了传统行业的新

动能。

●颁奖辞：

一年完成两

件让天然气行业

刮目相看的大事，

他的魄力令人赞

叹。这位“少帅”只

有一个愿望：为国

家打赢蓝天保卫

战和南气北运战

略助力。
山山东东教教育育电电视视台台台台长长、、党党委委书书记记邢邢顺顺峰峰((左左))为为郭郭志志强强颁颁奖奖

●上榜理由：自成立以来，世纪开元连续多年实现用户数量和营业额翻番增长，实现中国印刷电

商品牌四连冠，天猫双11个性定制类目七连冠，2017年被评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获得印刷行业最高奖项——— 毕昇奖，是2018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中唯一的电商。2018年入选第二届

“山东省文化企业30强”，被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2018年山东省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60后”

的郭志强被评为“齐鲁文化名家”、泉城产业领军人才。

●上榜理由：在2017年北方天然气市场出现大量缺口的情况下，胜通能源携手上游供应商推动“南

气北运”战略落地。2018年，公司董事长张伟带领胜通能源与振华石油联合，在全国能源企业中率先进入

LNG基础设施的开放市场，对国内能源进口贸易、能源供应市场等众多方面带来显著影响。与此同时，

胜通能源于龙口港成功接收中国海油首船LNG罐箱。这些天然气有效缓解了山东省用气紧张局面，为稳

定市场价格发挥了重大作用。

●创新之路
○推动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

○全力推进资产证券化

○推行员工中长期激励机制，在全省率先试

点员工跟投机制

●创新之路
○成立创新发展部和创新管理委员

○构建产品创新渠道，加快推进线下业务线上化进程

○研发上线商票保贴、国内订单融资等十余个业

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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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财财经经大大学学党党委委书书记记王王邵邵军军((左左一一))，，大大众众报报业业集集团团党党委委常常委委、、副副总总编编辑辑徐徐庆庆光光((右右一一))为为获获奖奖者者颁颁奖奖

●企业画像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系省属一

级国有独资企业，主要负责山东省内水利国有资产

的运营管理和重点水利工程的投融资，及省内外涉

水项目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

●企业画像
莱商银行是2005年7月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坚持走规范发

展、改革创新、文化兴行、品牌竞争之路，逐步成长为一

家区域性品牌银行。

制度创新领先企业

风云人人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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