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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临淄支行上线

全省首例“建设者平台”

导报讯(记者 巩辉 通讯员

姚丹 于洪玲)近日，中国银行

淄博临淄支行成功为企业上

线系统内全省首例“建设者

平台”项目。随后，中国银

行淄博高青支行也成功为企

业上线该平台。

中国银行总行新推出的

“建设者平台”能够与住建

部的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

信息平台对接，可以进行生

物识别、在线签订合同、线

上 发 卡 及 代 发 薪 等 多 项 功

能，解决建筑行业农民工工

资常被拖欠的痛点。

中铝山东公司未来两年

计划投5亿推进环保治理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通讯员 王艾梅 闫格)中铝

山东公司按照绿色发展的要

求，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未来两年，该公司计划投资5

亿元，全面推进赤泥综合利

用、堆场生态修复、窑炉脱

硝等环保问题治理。

据了解，中铝公司企业

作为淄博市最大的有色金属

企 业 ， 不 断 落 实 新 发 展 理

念，推进绿色发展模式，3年

来累计投资3 . 5亿元，完成了

窑炉烟气颗粒物超低排放改

造、厂区雨污分流等一系列

重大环保治理项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粉尘分别减

排367吨、2088吨、781吨。

◆记 者 周海波

通讯员 闫盛霆 贾明义

近年来，淄博市淄川经济

开发区瞄准一批“中”字头、

“国”字号的旗舰型企业，以

“亲商、爱商、安商、富商”

氛围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培育

地区核心竞争力。以中船重工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

代表的企业，正不断加大在本

地投资力度。

贴心服务引来优质项目

今年春，位于淄川经济开

发区的中船重工集团军民融合

火炬动力电源产业园内，工作

人员正在近4万平方米的现代

化智能生产车间内调试工业电

池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中，

全自动数控铸焊装配线装设备

运行总体稳定，顺利实现既定

批产目标，为后续设备的调试

批产创造了良好开局。

“一期建设项目总投资

2 . 89亿元，建设内容为年产100

万kVAh工业电池，产品主要

应用在水面舰艇、移动通信、

储能系统等领域。该项目已于

2018年底完成主要建设内容，

将于今年二季度投产。一期

项目全部达产后，每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6亿元、利税5000

万元，新增就业350人。”火

炬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孙俊杰

介绍。

淄川经济开发区党委常务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褚国城认

为，“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营商环境好，企业就愿意

来，市场就会有活力。打造最佳

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入驻并增

加投资，仅仅赚吆喝是行不通

的，要切切实实帮助解决项目

建设难题。

随着接触的深入，中船重

工董事长胡问鸣更加坚定了在

淄川投资的信心，决定新征地

500亩，投资34亿元，将中船重工

国防动力电源研究院项目建在

淄川开发区，建设成为千亩百

亿产业园区。

“企业集聚”

变“产业集群”

招商引资把龙头企业招

来，把大企业稳住，龙头带龙

身，以此引来上下游企业，园

区发展就差不了。今年 2月

份，火炬能源公司与保加利亚

国 际 铅 酸 蓄 电 池 专 家 I v a n

Karageorgiev举行技术合作签

约，火炬能源的铅酸蓄电池生

产基地、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

基地恰恰就会落在淄川。

火炬能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建新说，公司在淄川

开发区的投资不断加码，就是

对当地服务的最大认可。

火炬能源在与保加利亚巴

布洛夫学院专家团队合作过程

中，开展学术交流35次，关键技

术改进建议100余项，双方的密

切交流还促进了淄博市与保加

利亚友好城市的建设。

不仅有火炬产业园，今年，

淄川开发区还将重点开工建设

鲁泰产业园、七星绿色智能制

造产业园、张相湖半导体产业

园、金城生物医药产业园、镭泽

智能科技产业园等一系列园

区。从工业电池到汽车配件再

到激光切割……淄川开发区始

终将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增长的

不竭动力。

“八大工程”为企业

提供真情高效服务

去年，淄川经济开发区打

造服务型政府，提出争创“金牌

店小二”工程，全方位、全天候、保

姆式服务群众、企业，办理各项业

务5000余件。今年，淄川开发区围

绕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将重点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把

开发区打造得更加绚丽多彩。

据介绍，“八大工程”为：一

是企业家之家创建工程，让开

发区真正成为企业家创业创新

的乐园；二是争创优秀店小二

争创工程，重点打造机关干部

队伍；三是铁军锻造工程，打造

干部队伍铁军；四是双招双引

工程，让更多的人才和企业来

到开发区；五是“一起进城去”

工程，打造好淄川新区，真正成

为文化地标；六是园区建设工

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硬环境；七是平安创建工程，确

保社会稳定，兜住扶贫底线；八

是文明创建工程，使每一个人

的爱好都能在开发区找到相

应的组织。

淄川经济开发区瞄准“中”字头、“国”字号旗舰型企业

引来一家企业 带活一串项目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近日从淄博市

商务局获悉，1-4月份淄博市使用外资实

现较大幅度增长，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

业25家，同比增长66 . 7%；合同外资9 . 35亿

美元，同比增长742 . 7%；实际使用外资

1 . 1 5亿美元 (商务部口径 )，同比增长

76 . 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增幅分别列

全省第六位和第四位。

4月份，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8家，

与去年同期持平；合同外资8 . 21亿美元，同

比增长1000 . 5%。从产业结构看，全市新增

“十强”产业合同外资9 . 3亿美元，占全市总

额的99 . 4%，同比增长472 . 4%；实际使用外

资8899万美元，占全市总额的77 . 4%，同比

增长163 . 2%。从出资方式看，全市无形资产

(技术出资)实际使用外资5865万美元，占全

市总额的51 . 1%，同比增长1111 . 8%；增资项

目实际使用外资5617万美元，占全市总额

的48 . 9%，同比增长144 . 7%；利润再投资实

际使用外资2177万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19%，同比增长2373 . 9%。

导报讯(记者 刘嫣婕 通讯员 宋立滨

董娜)近日，淄博市工商联、市税务局联合

召开“政商直通车”走进市税务局暨减税

降费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进一步加

强税企对话，实实在在地为广大民营企业

解决问题、提供服务。

在本次座谈会中，淄博市税务局和市工

商联联合推出税企协作联系协商机制、建立

服务民营企业税务专家团等十条举措，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淄博市税务部门从市局机

关、区县局，税校、相关税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筛选了55人，成立

了“服务民营企业税务专家团”。这一公

益团队将负责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税收政

策、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保障

工作，开展“预约服务”，深入企业“问诊把

脉”，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民营企业涉税相

关问题。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76 . 2%

淄博有了服务民营企业
税务专家团

导报讯(记者 刘春歌 通讯员

刘剑波)近日，淄博仲裁大讲堂第二

期在齐盛国际宾馆会议中心开讲。

本期大讲堂由淄博仲裁委员会、淄

博市房地产开发协会联合主办。

淄博仲裁办党组成员、副调研

员李红升表示，房地产作为国民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经过长期

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贡献

了较大的力量。如今，许多房地产

开发企业面临对未来市场风险防范

不成熟的尴尬局面，房地产开发项

目从开始建设到销售，以及售后服

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需要

承担大量的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未

知风险，其中法律风险是企业最容

易控制和防范的风险，同时也是最

容易发生的风险。

李红升表示，淄博仲裁委员会

从多年处理房地产纠纷的实践中发

现，房地产纠纷仲裁案件已成为近

年来多发、高发领域，而房地产企

业多为被申请人角色。从大量的案

件中暴露出，房地产企业从建设到

销售的各个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不合规、疏于管理或管理不

规范的现象。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

原因，是企业对法律规定掌握不

全、理解不透、使用不准造成的。

而纠纷发生之后，往往以房地产企

业的败诉告终，给企业带来不可估

量的损失。所以，为预防纠纷给企

业带来的不确定损失，淄博仲裁委

员会与淄博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共同

主办此次讲座。

在本次大讲堂上，授课教师以

《最高法院施工合同解释(二)给开

发企业带来的十大法律问题及应

对》为主题，结合近年来审理房地产

合同纠纷仲裁案件中房地产开发企

业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总结提炼

了如何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15种

无效施工合同情形如何把握、有争

议的开竣工日期如何确定等十大法

律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难题，提

高企业依法经营意识和依法维权意

识，让企业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淄博仲裁委员会作为淄博地区

唯一一家处理经济合同纠纷及其他

民商事争议的民商事仲裁机构，以

专家办案、一裁终局的特色和优

势，方便快捷地处理经济纠纷，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下一

步，淄博仲裁委员将以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

若干意见》为契机，加大与各行业

组织、市场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合

作，以发展仲裁事业，服务市场经

济为己任，组织仲裁员、行业专

家，与企业面对面，广泛了解市场

主体的法律诉求，瞄准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法律风险，为企业提供定

制式、精准式的仲裁法律服务。

本次大讲堂同时启动了微信公

众号视频直播，受众广泛，反响热

烈，视频直播总收看人数突破2万

人次。网友纷纷表示，淄博仲裁大

讲堂是一个公益、公开、开放的交

流学习平台，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

供法律指引，能够真正解决企业遇

到的法律问题。

导报讯(记者 刘春歌

房秀菊)今年的端午小长假

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系列活动启动，淄博市

假期文化氛围浓郁。“非

遗”成为引爆端午假期的文

化主题，自驾游、亲子游、

近郊游依然是市民热选。

6月8日，淄博市2019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周村古

商城演艺广场举行。活动聚

集了周村的国家级非遗周村

烧饼等25个非遗项目和代表

性传承人参加展示活动，同

时还邀请了省外朱仙镇木板

年画、中国黑陶等13个非遗

项目近50余件非遗精品作品

参加展出。非遗项目涉及传

统技艺、民间美术、传统体

育等诸多门类，作品总数达

到200余件作品。

随着淄博市公路网络的

不断完善，市内主要热点景

区的停车场出现了“车满为

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

计，淄博市端午节假期重点

监测景区共有1 . 2万辆自驾

车进入景区，自驾游客超5

万人。

在端午节小长假期间，

淄博市文化旅游市场区域分

布更加合理，游客文明素质

进一步提升，全市文化和旅

游市场运行安全有序。端午

假期，无涉旅投诉案件，无

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

游投诉发生。

淄博仲裁大讲堂第二期聚焦企业依法经营

房地产企业预防纠纷有妙招
“非遗”引爆端午文化主题游

自驾游、亲子游、近郊游成市民热选

淄川经济开发区打造服务型政府 闫盛霆 摄

打造最佳

营商环境，吸引

企业入驻并增

加投资，仅仅赚

吆喝是行不通

的，要切切实实

帮助解决项目

建设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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