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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藤华华化化工工收收购购金金朋朋健健康康
上上演演““蛇蛇吞吞象象””

AAA333···观观观察察察 BBB111···公公公司司司 CCC444···汽汽汽车车车

东方铁塔副总经理郑仁杰的年度

薪酬，将直接从6万元涨至不超过40万

鉴于业务范围与金朋健康差异较大，监管层要求

藤华化工详细说明收购的有关事项

2日，2019“中关村(济南)产业

基地杯”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进入

第二天的比赛，参赛选手们在农业

灌溉、农业授粉、智能识别等项目中

进行比拼，开启“机器人大战”。左图

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灌溉机

器人在比赛中。据悉，本次大赛共有

来自全国121所高校的786支代表队

参赛，分为6个竞赛单元、40个赛项。

机器人作为“制造业皇冠顶端

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成

为衡量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

的重要标志。根据《济南市机器人

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要求，到2022

年，济南将打造成为国内具有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机器人产业基地。

（新华社发）

“机器人大战”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

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国务院新

闻办2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强调：磋商

是有底线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

国决不让步。对于贸易战，中国不

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这个态度一直没变。

●重点做好补偿争议等方面行

政裁决 近日，“两办”印发《关于

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

作的意见》指出，要重点做好自然

资源权属争议、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和补偿争议、政府采购活动争议等

方面的行政裁决工作，更好地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刘保聚一审被判10年6个月

日前，烟台市中院一审公开宣判山

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保聚受贿案，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0

万元。经查明：2011年3月至2017年

7月，刘保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

受财物，共计折合534 . 67万元。

●特朗普开启访欧洲三国之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3日开启对英

国、法国、爱尔兰等欧洲三国的访

问行程，首站是英国。分析人士认

为，特朗普访英正好碰上英国政坛

“地震”，且美英在伊核、贸易等

问题上的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此访

恐难有实质性成果。

●IEEE解除对华为员工参与同

行评审的限制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 IEEE)

2日发表声明说，解除对华为及其

子公司员工参与IEEE出版过程中同

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的限制。美国商

务部5月中旬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列入限制交易的“实体清单”。

IEEE随后发布声明说，华为公司及

其员工无法参与IEEE一些通常不向

公众开放的活动。 (均据新华社)

奔驰方面虽然承诺免费更换前后轮，但没有提及

车主先行自费更换轮胎后，能否最终获得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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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市鲁企
董监高要涨薪

奔驰轮胎频“鼓包”
车主苦撑待召回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随 着时间 进 入 年 中 节

点，A股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

持股份的现象再度抬头，甚

至波及稀土、新能源等近期

涨势喜人的热门板块。

有受访基金业人士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减持案例增

多，说明在重要股东看来，上

市公司估值已升至合理区域甚

至有所溢价。投资者对相关题

材股的“钱”景不宜过于乐观，

并应谨慎看待其中风险。

资金热炒板块
减持悄然进行

5 月 3 1 日 ， 正 海 磁 材

(300224)低开，全天呈震荡走

势，最终股价收于8 . 41元，跌

幅3 . 67%。这已是公司股价连

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但即便

如此，其在整个5月份的涨幅

仍高达32 . 23%。

“公司股价上涨，缘于其

所在的稀土永磁板块受到资金

热炒。”长期关注资本市场的

投资者张权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自2010年稀土被确定为国

家战略资源以来，A股稀土板

块过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大行

情，今年该板块显然又一次获

得了资金青睐。

稀土产业下游的需求多来

自磁材，其与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挂钩，这些领域的

需求增长，使得相关公司的发

展前景颇被看好。资料显示，

正海磁材就主要从事高性能钕

铁硼永磁材料业务、新能源汽

车电机驱动系统业务，正处于

稀土行业下游。

除正海磁材外，处于稀土

下游产业的金力永磁(300748)，

股价上个月更是连续7个交易日

涨停，当月涨幅高达183 . 21%。

然而，正所谓“月满则

亏，水满则溢”，张权注意

到，就在市场目光被稀土板块

的亮眼表现所吸引之时，对公

司“知根知底”的重要股东们

却已开始减持。

板块估值明显升
公司业绩没跟上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5

月29日，正海磁材董事长王庆

凯、董事兼总经理李志强、董

事兼副总经理赵军涛等8名高

管就同时发布减持计划，称将

减持公司股份278 . 46万股。其

中，王庆凯拟减持股份数量最

高，达到64 . 28万股，其他高

管拟减持数量也超过30万股。

同时，上个月股价涨幅达

到91%的英洛华(000795)，近日

也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许

晓华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6 . 65万股。

资料显示，英洛华在收购

了赣州东磁100%股权及钕铁硼

业务相关资产后，主要从事稀

土永磁材料与制品、电机系列

等业务。

华东某券商自营业务部经

理陈凯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在经历过5月份的“吃土”行

情后，稀土板块估值明显提

升，而相关公司的业绩多数

尚未表现出明显增长迹象。

“在缺乏业绩支撑的情况下，

重要股东发布减持计划也在

情理之中。”

实际上，除了稀土板块，

近期还有一些热门板块也出

现了重要股东减持现象增多的

情况，比如新能源板块。

双一科技(300690)6月1日

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中泰资

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江苏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在深交所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0 . 88万

股，价格区间为17 .45-23 .9元/股，

套现金额5518 . 03万元。

资料显示，双一科技主

要 产 品 为 风 电 机 舱 罩 类 产

品、车辆碳纤维复合材料制

品等，客户覆盖风电新能源、

电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下转A2版

最新消息

Zui xin xiao xi

Da shi

大事

本月起山东职工
可领高温补贴了
每人每月最高200元

稀土、新能源等A股热门板块现重要股东批量套现

正海磁材八高管“默契”减持

山东六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获批

省城历史文化街区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导报讯(记者 戚晨)山东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印发《2019

年山东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明

确了今年要完成全省公共机构人

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人均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2 . 2%、

2 . 0%、3 . 0%的年度节能目标。

《要点》提出，积极推进示

范单位创建。开展第四批国家

级、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创建活动，遴选第二批公共机

构能效领跑者。示范单位创建要

重点向县(市、区)延伸，确保达

到“县县有示范”。

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总

结推广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

“章丘模式”。济南市和黄岛区

(西海岸新区 )、张店区、广饶

县、芝罘区、寿光市、文登区等

7个市、县(市、区)要制定方案

和规划，完成全国公共机构合同

能源管理试点任务。省直部门和

各市要集中统一实施一批公共机

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使合同能

源管理模式尽快在全省推开。

加大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推

广应用力度，推动公共机构结合

既有建筑大中修改造，实施围护

结构、供热、空调、动力、电梯、食

堂、数据中心等重点用能系统设

备和区域节能改造，完成既有建

筑围护结构、空调通风系统、供热

计量系统等节能改造100万平方

米。加强新能源推广应用，实施太

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应

用项目100个。会同有关部门推动

公共机构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加

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加快各

级公共机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此外，《要点》还提出了加强

节约用水工作、强化重点单位节

能管理、完善能耗定额管理、加强生

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有关措施。

今年山东公共机构节能有了“新杠杠”
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用水量要分别下降2 . 2%、2 . 0%、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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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时超)经济导报

记者获悉，6月起，山东将为职工

发放高温津贴。从事室外和高温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高温补贴为20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

元。这一补贴全年按6月至9月共4

个月计发，列入企业费用。职工未

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

天数折算发放。

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

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定

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由县级以

上人社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山东规定，用人单位在

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

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最高气

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

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

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

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

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至37℃以下，用人单位

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

作业时间，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

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工信部将于近期
发放5G商用牌照
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

据新华社电 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获悉，当前，全球5G正在进入

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

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5G产业

已建立竞争优势。5G标准是全球

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

准，我国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占比

超过30%。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

亚、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等多家

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

础。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

5G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5G

商用元年。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国

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

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5G

发展成果。 (张辛欣)

导报讯(记者 王伟)5月31

日，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济

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

条例》《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济南市

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潍坊市会展业促进条例》

《济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济宁市养犬管理条例》《威

海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等六

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

济南市对2011年起施行的

《济南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

例》进行了修订，形成《济南

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条

例》。《条例》对禁止设置户

外广告的区域和载体进行了明

确，其中规定，国家机关、教

育科研、医疗卫生、居住等特

定功能区范围内和博物馆、图

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建筑上，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单位范围

内和历史建筑上，不得设置户

外广告；护城河沿岸管理区

域、泉水公园、名胜风景所属

范围内，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但公益广告除外。

《条例》还要求，发布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

和保健食品户外广告的，在申

请发布前，应当经由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对广告内容进行

审查；未经审查的，不得发布。

维护方面，户外广告和牌

匾标识设施的维护、管理由设

置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安全

检测和检查维护责任。

济宁现有古树名木3万多

株，约占全省总量的1/10。济

宁市制定的《济宁市古树名木

保护条例》规定，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应当每5年对本辖区内

的古树名木资源进行普查登

记，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检查。

《条例》明确，古树名木

实行分级认定、保护。名木和

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古树，实

行一级保护；树龄在300年以

上不满500年的古树，实行二

级保护；树龄在100年以上不

满300年的古树，实行三级保

护；树龄在80年以上不满100

年的树木，作为古树后续资

源，参照古树三级保护。同

时，《条例》还明确了对损害

古树名木行为的相应处罚。

威海市制定的《威海市海

上交通安全条例》，则设专章

对海上休闲活动进行了规范。

比如，海上休闲活动区域应当

由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划

定；休闲船舶不得出海航行的

情形，包括能见度低于1000

米、海上风力达到 5级以上

等，以及休闲旅游船舶和经营

性休闲渔业船舶在日落后至次

日日出前不得出海航行。

在缺乏业绩支撑的情况下，重要股东

发布减持计划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出现

股东急于减持、套现脱身的情况，就应谨

慎考量其可能存在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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