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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日前，由国

网 山 东 电 科 院 所 属 企

业——— 山东电力工业锅炉

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承办的2019年山东电力

行业光谱、硬度培训班顺

利结束。

培训以理论授课、分

组讨论、实操练习等形式

进行。在实操培训过程

中，考委老师们亲身示

范，逐位纠正，做到让每

一位学员都掌握所学技

能。培训完成了从业人员

取证和换证的培训考核，

又搭建了省内电力金属理

化检测的交流平台，受到

好评。 (杨东旭 张劲)

国网山东电科院：

完成2019年山东电力行业
光谱、硬度培训考核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

开展带电作业实际操作演练

9月2日，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成

功为辖内客户叙做省内首笔CES在

线出口押汇2 . 2万美元。

CES在线出口押汇业务是中国

银行推进贸易融资产品向线上转移

的重要产品。为响应国家互联网发

展的战略，该行根据该产品特点，

结合客户情况，为客户量身打造产

品结构。由于该项产品为全省首笔

业务，尚无可借鉴经验，业务叙做

初期困难较多，该行一方面积极

与省市行主管部门沟通，另一方

面，指导客户操作人员查询、发

起业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成功实现全省首笔CES在线出口押

汇业务。 (王凯)

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成功叙做
全省首笔CES在线出口押汇业务

工信部就机动车生产

新技术等征求意见

导报讯 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9月11日消息，为贯彻落实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管理办法》，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促进行业创新发

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

产品准入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应用评估程序》《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集团化试点管理

实施细则》《道路机动车辆产

品系族管理实施细则》的制

定工作，形成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9年10

月11日。 (凌风)

三高校入选全省

社工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

山东省民政厅下发通知，确定

山东大学、济南大学、鲁东大

学3家单位为山东省第二批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此前，为适应大规模开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培训需

要，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培养，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专

业培训体系，山东省民政厅下发

了《关于遴选第二批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培训基地的公告》。

山东省文旅厅与马蜂窝

旅游网启动战略合作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马蜂窝

旅游网共同举办了“连接·共

生·新文旅——— 2019马蜂窝文

旅中国行山东站”活动，同时

双方正式启动战略合作。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张鲲表示，将为全省各级文

化管理机构及各文旅企业开通

马蜂窝旅游网官方账号，发布

具有文化特色的目的地自由行

攻略。还将建立“好客山东网

络推广达人库”，吸纳全社

会、全网络资源，依托旅游达

人、知名作家、知名摄影师、

视频创作者、网络红人等，共

同推广“好客山东”品牌。

物流行业并购活跃

平均每3天就发生1宗

导报讯 普华永道近期报

告披露，2019年上半年中国并

购交易金额降至2644亿美元，

环比大幅下降18%，但物流行

业并购活跃。

2019年上半年物流行业并

购交易共61宗，这也就意味着

平均每3天就发生1宗并购，相

较于2018年上半年的49宗，同比

增加24%；同时相较于2018年下

半年的50起，则环比增加22%。

报告还显示，智能信息

化、综合物流在2019年上半年备

受资本追捧，成为新兴热点。

(张平)

独角兽的“角”是进化出来的
创业大咖：科创企业并非天生，而要经过创业“马拉松”的磨砺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我有创新的点子，有想

法，但是没有市场；我有资

源，有房地产，但是缺好项

目；我有项目，有市场，但缺

少用于扩张的资本……在青年

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上，

参会嘉宾们为山东创新创业企

业支了哪些招？可提供怎样的

赋能呢？

在36氪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刘成城看来，其于2010年开

始创业，成立 3 6氪时，公众

对于创业话题基本上是很少

关注的。

“而现在，不管是创投，还

是大学生，抑或是互联网行业

从业者，几乎每天都在搜索最新

的创业动态。这跟我国互联网、

电商、微信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密

不可分。”刘成城认为。

当下，创业者在找融资投

资人，在找项目，而创投资本

也在找有潜力的创业公司。因

此，刘成城搭建了一个精准平

台，帮助双方来匹配项目。

“现在我们的平台上大概有

8 0万家公司提交了商业计划

书，每天有很多投资机构在上

面去找项目。”刘成城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

云众创课CEO、脉脉联合

创始人凌隽则认为，我国大部

分的创业者都是缺失职业化教

育和训练的。

“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去做

创业者，并没有经过职业化这个

步骤，在创业过程中会有很多弯

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创业

者的职业化教育。”凌隽说。

“现在我可以说，大共享的

时代已经来了，这是一个大风

口，创新创业公司应抓住这一

机遇。”天九共享集团全球

CEO兼国际集团总裁戈峻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波士顿咨询

公司在8月份发布了一个报告，

认为大共享、大平台经济是未

来经济的主流，到2025年全球共

享经济体量将达到1 . 1万美元。

在其看来，Uber是全球最

大的运输公司，但并不拥有车

辆；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媒

体机构，但并不拥有内容；

Airbnb是全球最大的住宿提供

者，但并不拥有物业；阿里巴

巴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却并

不拥有库存……

“我们需要对共享创业企业

提供五大赋能，助其成长。一

是市场拓展，帮助成功企业以

极少的投资迅速抢占海内外市

场；二是转型升级，帮助传统

企业智慧转型新经济；三是为

投资者创造财富，促进投资，

推动经济发展；四是解决消费

痛点，为消费者提供品质服

务；五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

去，并助力海外项目进入中

国。”戈峻表示。

猪八戒网创始人、CEO朱明

跃则表示，其将通过“互联网+”

政府采购与信息产业融合，赋能

中小微企业，促进本地中小微型

服务供应商的发展。

“我是做投行出身的，职业

生涯里做过100多个IPO、多个并

购，对上市公司数量格外敏感。”

在洪泰基金创始人、洪泰资本控

股董事长盛希泰看来，从全球来

讲，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达程

度与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完

全吻合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总

量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是

完全吻合的。

“具体到我国，每一个省、每

一个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它的

上市公司数量也是完全正相关

的。IPO数据映射城市经济趋势，

也决定着未来区域经济版图。”

盛希泰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因此盛希泰建议，山东每一

个地方都应该抓紧培育上市公

司，把外地的钱拿到本地区来

花，这是上市公司的最大魅力。

给山东创新企业支个招儿

E 青春创业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独角兽、瞪羚企业，自其诞

生起，便与“创新”二字血脉相

连。作为山东新经济的典型代表，

独角兽与瞪羚在推动区域创新发

展、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斐然。

如何让山东的“独角兽”和

“瞪羚”越来越多，且更加壮

大，跳得更高，成为此届青年企

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19热议

的话题。

创业者应该做什么

“对于创业者来说，我觉得

要有一种进化的心态去对待。

‘独角兽’不是天生的，我觉得

它头上的角是进化出来的。因此，

独角兽与瞪羚企业也不是创立出

来的，而是一步步发展、进化来

的。”猪八戒网创始人、CEO朱明

跃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在其看来，这一进化涉及到

企业的产品、服务、为客户提供的

价值等方方面面，在发展过程中，

创业者更需要有久久为功的思

想，不断去打磨、完善产品和服

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只有不

断去进化，企业头上的‘角’才能

长得出来，才能跑得快。放眼全国

所有已经成为瞪羚和独角兽的

企业，有一个很重要共同点，那

就是时间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

非常显著的印记。创业的路上，

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开创集团创始人周伯虎也对

朱明跃的观点表达了认同。“作

为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首先

要具备企业家精神。我的理解是，

不管是想去做瞪羚企业还是独角

兽企业，我们先要活下来。如果连

活下来的本领都没有，反而去抱怨

营商环境和政府支持不够，不把精

力放在打磨产品和服务上，这种企

业一定不会成功。能够真正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企

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瞪羚企业来说，一定

要去做出真正具有技术壁垒的产

品，产品和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是一定要夯实的。”AA加速器

创始人兼CEO吴玲伟对经济导报

记者表示，其在为企业做“加

速”的过程中，发现高新企业要

实现突破和跃升，要解决几个实

际中的大关。“首先，技术型的

项目，它一定要解决的是产品

关，能够为其技术找到很好的应

用场景。第二个是品牌关，做技

术的创业者不太会做品牌，怎么

能够在市场上让用户快速认知

它，并且持续愿意去购买它是很

重要的。第三是商业化，要去建

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现金流，

对于瞪羚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第

四个是资本化，很多区域都特别

看重瞪羚企业对区域带来的高增

长价值，但是很多瞪羚企业并不

懂融资，一定要运用资本的力量

助力自身更快速发展。”

山东“后备军”有哪些

除了创业者自身努力外，营

商环境、科技人才储备等外部因

素，对独角兽、瞪羚企业的培育

也是必备的。

多位参会嘉宾对经济导报记

者表示，成就一家瞪羚企业或独

角兽企业，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

持。且应当对不同的企业有不同

的支持，使得政府提供的帮助，

能够直达企业痛点。有的企业需

要资金，有的需要政府背书，有

的需要生产要素……“不同的企

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需

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政

府扶持可以更有针对性，以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周伯虎看来，山东还有不

少“隐形冠军”企业，数量在全

国排名前列。“他们的创造、打

磨其实都是一种创新，所在细分

领域还有很多机遇，十分需要充

分利用现在的科技实现跃升。政

府也应加大对‘隐形冠军’的扶

持力度，为他们营造平等、良好

的经营环境，鼓励他们成为细分

行业的瞪羚或独角兽。

“人才、宜居这两种企业发

展最看重的要素 ,山东不少城市

已经具备。”创泽智能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民表示。

截至目前，山东省已连续两

年进行独角兽、瞪羚企业评选。

“如今，产业互联网兴起，

而山东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从

旅游、到农业、到化工产业等，

都可以与科技、智能化、大数

据等产生深度融合，然后诞生

一批产业互联网的独角兽和瞪

羚企业。”朱明跃对经济导报

记者表示。

只有不断去

进化，企业头上的

“角”才能长得出

来，才能跑得快。

放眼全国所有已经

成为瞪羚或独角

兽的企业，有一个

很重要的共同点，

那就是时间在他

们身上都留下了

非常显著的印记

导报讯 9月6日，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为

提高运维检修部配电运

维班带电作业人员技能

水平及实际带电操作熟

练程度，合理抽挤时

间，开展带电作业实际

操作演练。

下午3点，所有参

加演练人员准时来到前

崖村新建线路现场，认

真熟练地进行现场布

置，然后登车开始对线

路进行更换绝缘子的操

作。工作人员和谐默

契，操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4点20分任务顺利

完成，提高了员工的实

战能力。

(孙泽东)

导报讯（记者 初磊）9日

晚间，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

际峰会2019重头戏——— 由共青

团山东省委主办的“创青春”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项目齐鲁汇

总路演启动。省内外路演项

目、创投机构、山东省内创业

园区、青年创客代表等各方代

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本场

路演项目是从前期50多个项目

中筛选而来，旨在为技术、人

才、资本、园区等项目创新融

合提供平台。

“我这一个月什么也没

做，就是签署了5个战略合作

协议。”“90后”创客、炸裂文化

创始人秦媛在项目路演时的

“开场白”，让人眼前一亮。

据悉，“创青春”全球青

年创新创业项目齐鲁汇总路演

是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

会的重要环节，旨在为青年创

新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搭建舞

台，为技术、人才、资本、企业、

园区等创新创业元素有机融合

提供平台。

在项目路演环节，5G移

动通信与卫星导航高频低损耗

微波复合基板及产业化关键技

术、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平

台、凤凰工业数字化运维SaaS

平台、空中轨道交通行业的全

球领导者、创泽机器人等17个

创业项目，展示了自己的企业

产品、发展规划、融资计划等

内容。深圳前海华融九鼎投

资、中国宝钰国际投资、洪泰

资本等多家创投机构，山东青

年创业社区、微软济南孵化

器、百度(济南)创新中心等多

家创业园区和路演项目进行了

一对一交流对接。

据了解，山东将逐步完善

青创平台、青创大赛、青创资

金、青创政策“四位一体”的

工作体系，建立青年创新创业

平台，持续推进青年创业园

区、青创社区、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打造更多更有品质的青

年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

承办好“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和首届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交流会等系列赛事活

动，努力形成汇聚各类创业要

素的响亮赛会品牌。

“创青春”全球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齐鲁汇系列活动前期已

在山东省多地和厦门、北京等

先后举办，活动还将继续在全

国重点城市开展。

17个创业项目亮相
“齐鲁汇”总路演

济南市天桥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年12月15日核发

的济南市天桥区赣

江 食 府 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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