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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联合打击“假企业”

“假出口”，挽回税收损失140 . 83

亿元 公安部31日在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2018年8月份以来，四

部门联合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成效。专项行动以来，税务

部门共计查处虚开企业1 1 . 5 4万

户，认定虚开发票639 . 33万份，涉

及税额1129 . 85亿元；查处“假出

口”企业2028户，挽回税收损失

140 . 83亿元。

●力保网络安全，新一轮政策

法规酝酿推出 记者30日从第五届

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获悉，相关部

门将加快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制度，出台数据安全法、数据安

全管理办法等系列法律法规，规范

数据采集、使用、共享。

●“齐鲁号”欧亚班列上半年

发运494列 记者30日从济南海关

获悉，今年上半年山东省“齐鲁

号”欧亚班列发运494列，超过去

年全年班列数量。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怀邦接受审查调查 国家

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

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香港警方就港岛西区非法集

结控告45人 香港警方30日表示，

警方就日前在港岛西区发生的非

法集结拘捕了49人，并将控告其中

45人，他们分别涉及暴动罪和袭警

罪等。

●巴西监狱暴动死亡人数升至

57人 巴西北部帕拉州监狱管理部

门29日确认，该州当日监狱暴动造

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57人。

●“无协议脱欧”风险大增导

致英镑持续下跌 主张强硬“脱

欧”的鲍里斯·约翰逊上周就任英

国首相后，英国“无协议脱欧”风

险上升。连日来，英镑遭到大量抛

售，汇率连创新低。(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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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起步的小规模民营公司普遍选择临近商业繁华

地带和交通枢纽的住宅小区作为办公场所

在智能芯片成为热词之际，山东

省提出要重点突破智能芯片、软件等

核心技术产品。近年来，围绕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山东省已经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比如出台《山东省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推动海尔、海信、浪潮、歌

尔、神思等5家龙头企业联合山东省物

联网协会，共同发起成立全省人工智

能产业联盟。提出到2025年，人工智能

产业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成为全国一

流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群。

图为7月30日在2019江西国际移动物

联网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在远程操控

一台挖掘机。 (新华社发)

掘金物联网

济南恒隆广场的租户组合进一步优化，其中多个

更是首次亮相的品牌

“抓涨停”高手
现身济青营业部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王伟)从7月31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出现反弹，从7月下旬

至明年1月中旬，省生态环境厅

将对排名靠后市开展不间断、多

轮次定点帮扶。目前，第一轮次

定点帮扶组已于7月27日赴有关

市开始了相关工作。

据悉，上半年，全省细颗粒

物 ( P M 2 . 5 ) 、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二氧化氮(NO2)平均浓

度分别同比上升9 . 4%、5 . 8%、

12 . 5%，重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 . 8

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

上升7 . 0%，优良率同比减少7 . 2

个 百 分 点 。 传 输 通 道 城 市

PM2 . 5、PM10、NO2平均浓度分

别同比上升8 . 6%、3 . 5%、8 . 8%，

重污染天数同比增加2 . 8天，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上升

5 . 1%，优良率同比减少6 . 3个百

分点。

15日，省领导对今年上半

年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空气

质量排名靠后的7市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集体公开约谈。同时，

开展了2019年清洁空气保障行

动、大气污染重点整治专项行

动、环境综合执法暨企业帮扶

行动等一系列督查检查，并实

施重点整治。反弹态势基本得

到遏制。

空气质量全面反弹的情况

也体现在了生态补偿考核结果

上。2019年第2季度，省级共补

偿10个市(威海市暂不参与本年

度空气生态补偿 )资金 2 0 4 8万

元，滨州市获得生态补偿资金

最多，为408万元；共有5个市上

缴省级资金996万元，泰安市、

济宁市、临沂市、淄博市、济南

市分别上缴省级资金382万元、

350万元、102万元、86万元、76

万元。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省生

态环境厅自2019年7月下旬至2020

年1月中旬，对排名靠后的有关

市开展不间断、多轮次的强化监

督定点帮扶工作。将围绕工业

源、扬尘源、移动源污染防治，

以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

及运行等工作为重点，帮助排名

靠后的城市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水平。

上半年大气污染反弹 重污染天数同比增3 . 8天

山东将对“气质”靠后市定点帮扶

导报讯(记者 初磊)7月31日上

午从山东省总工会获悉，第二届

“齐鲁工匠”申报选树工作开始，

全省将选树命名“齐鲁工匠”50

名，并从“齐鲁工匠”中择优选树

命名“齐鲁大工匠”10名。

选树面向全省各行各业在生产

服务一线从事岗位操作的高技能职

工，侧重“十强”产业特别是制造

业的一线高技能人才。

在支持与激励方面，对“齐鲁

工匠”“齐鲁大工匠”领衔创建工

匠创新工作室，分别给予5万元、

25万元的工作室创建资助资金。同

时，对“齐鲁工匠”“齐鲁大工匠”

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税前)、一次性奖励5万元(税前)。

符合条件的“齐鲁大工匠”优先推

荐申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产业技

能类)。

第二届“齐鲁工匠”
申报开始了
对获奖个人奖励1万元至5万元

恒隆集团交上
“期中考”成绩单

公司开进居民楼，
咋能这么任性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

人”，*ST康得(002450)、辅仁

药业(600781)巨额资金失踪谜

案的接连曝光，引发了公众对

于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的空前关

注。虽然28日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下称“瑞华事务所”)首次

对此事作出正面回应，但“信

任危机”仍在蔓延。

30日，歌尔股份(002241)

加入“解聘”阵营，宣布拟将

其2019年度审计机构瑞华事务

所，更换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下称“中喜事

务所” )，成为继太阳纸业

(002078)、通裕重工(300185)

后，第三家与瑞华事务所“分

道扬镳”的上市鲁企。

那么，截至目前，瑞华事务

所在上市鲁企中还有哪些客

户？除瑞华事务所外，获得上市

鲁企青睐的审计机构有哪些？

是否曾受到处罚和惩戒呢？

瑞华仍拥有
24家上市鲁企客户

在30日的公告中，歌尔股

份表示，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

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独立、

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供了优质

的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

司的各项审计相关工作，切实

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根据公

司战略发展需要，同时由于瑞

华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经双方事前沟通

和协商，公司拟不再聘请瑞华

事务所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

此前，太阳纸业、通裕重工

也已动作迅速地将瑞华事务所

“解聘”，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此

受益，在上市鲁企中的客户数

量由此前的4家增至6家。

而即便已被3家上市鲁企

解聘，但瑞华事务所仍拥有24

家上市鲁企客户，包括鲁泰A

(000726)、山大华特(000915)、

沃华医药(002107)、积成电子

(002339)、新北洋(002376)、精

准信息(300099)等。

“领头羊”
更欲与佼佼者合作

据经济导报记者统计，截

至30日上午，共有近30家会计师

事务所在山东上市公司中开展

审计业务，且在服务企业数量

上存在较大差异。>>下转A2版

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游资目前的操作，多为短线、

超短线，“试水”可能更大，股民还是尽量避开为妙

责任编辑：李师全 视觉总监：小犇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7月

30日，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版》正式实施，外资进入船

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院、

演出经纪机构、增值电信、油

气勘探开发等7大领域的限制

将进一步放宽或取消。

经济导报记者梳理负面清

单内容发现，与2018年版负面

清单相比，全国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

减比例16 . 7%；自贸试验区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

37条，压减比例17 . 8%。整体来

看，新版负面清单有三大变化。

在交通运输、增值电信、

基础设施、文化等服务业领

域，以及制造业、采矿业、农

业领域均推出了新的开放措

施，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

或独资经营。

交通运输领域，取消国内

船舶代理须由中方控股的限

制。基础设施领域，取消50万

人口以上城市燃气、热力管网

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文化领

域，取消电影院、演出经纪机

构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增值

电信领域，取消国内多方通

信、存储转发、呼叫中心3项

业务对外资的限制。

农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

投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的规

定。采矿业领域，取消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

的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钼、

锡、锑、萤石勘查开采的规定。

制造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

资宣纸、墨锭生产的规定。

2018年版自贸试验区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演出经纪

机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等

开放措施推向全国。在全国开

放措施的基础上，2019年版自

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

消了水产品捕捞、出版物印刷

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继续进

行扩大开放先行先试。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导报特约评论员

白明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新版外资负面清单长度

进一步缩短，拓宽了开放的领

域，含金量更高，体现了我国

开放的底气和信心。除了外商

投资的行业扩大外，中方控股

权的减少也是新版负面清单的

一大亮点。在部分产业门类

中，新版负面清单不再强调中

方的控股权。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全国及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

城市燃气、电影院等取消控股限制

瑞华事务所被三鲁企解聘 审计机构“信任危机”蔓延

晒晒上市鲁企的“守门人”

审计机构
服务上市
鲁企数量

部分合作鲁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4 山大华特、沃华医药、积成电子、史丹利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东阿阿胶、孚日股份、鲁阳节能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瑞康医药、科达股份、山东华鹏、山东黄金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山东矿机、日科化学、同大股份、康欣新材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西王食品、张裕A、青岛银行、青农商行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7 得利斯、三维工程、双塔食品、国美通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3 胜利股份、金岭矿业、山推股份、鲁银投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潍柴动力、万华化学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5 民生控股、东方电子、潍柴重机、恒邦股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 中润资源、青岛双星、软控股份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 鲁北化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 中国重汽、青岛啤酒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 家家悦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 瑞丰高材、山东药玻、鲁抗医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 九阳股份、天润曲轴、鲁亿通、赛托生物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恒天海龙、元利科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6 山东路桥、鲁西化工、山东威达、东港股份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 泰安石油、山东海化、太阳纸业、宝莫股份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 东方铁塔、东诚药业、银座股份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7 歌尔股份、杰瑞股份、威龙股份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3 青岛金王、威海广泰、民和股份、东软载波

(制表：韩祖亦)

上市鲁企聘用审计机构情况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7月31日，

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收跌0 . 67%报2932 . 51点，

创业板指跌0 . 6 2%，上证5 0跌逾

1%，两市成交3576亿元，量能进一

步萎缩。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于30日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

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泰证券认为，

这预示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

会放松。

而地产股也成为31日全天领跌

的板块，其中华夏幸福(600340)跌

超5%，金地集团(600383)、阳光城

(000671)、万科A(000002)等龙头公

司均跌超4%。

同日，市北高新(600604)发布

中报预减公告，称公司预计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00万元到1000万元，同比减少

80%到90%，其中产业载体及住宅

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预计下降

94%。公司股价今日以跌停收盘。

地产股面临压力

市北高新半年
净利预降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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