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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产经广告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随着山东省国企“倒计时”改

革推进会的召开，省属企业推进改

革的自觉性和紧迫感正不断增强。

在日前山东能源集团 (下称

“山能”)召开的党委一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议暨2020年工作会议上，

山能掌门人李位民围绕国企“倒计

时”改革提出了多项要求。他表示，

混改不能搞形式，要以混促改，不

能只追求混改的数量，还要考虑混

改的实效，要推动增量混改，今年

混改要取得重大进展。在用人制度

上，他主张老企业要大胆启用优秀

年轻干部，不用懒人、闲人，坚决不

让老实人吃亏。

经济导报记者还获悉，山能的

主业上市正全面提速，年底将实现

医养健康产业上市。

混改争取3-5家

一级企业取得突破

近期举行的央企负责人会议

宣布，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将于

年初出台实施，将分层分类推进混

改，行动方案会更偏重于操作性和

可量化，这意味着国企改革即将从

之前重点领域的试点改革进入改

革的全面落地期。

“今年要再争取3-5家一级企

业混改取得突破。”关于山能今年

的混改目标，经济导报记者从上述

2020年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在这次

会议上，山能对国企“倒计时”改革

的决心也值得一提———“要以推进

国企倒计时改革为契机，立下军令

状，一鼓作气，坚决啃下硬骨头，打

赢攻坚战”。

根据目标计划，山能2021年混

改企业户数及资产占比要达到75%

以上。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山能

混改“三年计划”在2019年就在加

快落地：2019年14户企业完成混改

任务，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得到优

化；员工持股试点鲁北配煤引入非

公资本6626 . 5万元；盛隆公司“2+1”

混改模式得到上级肯定。

不过，李位民依然在反思此前

改革的诸多不足：“三年行动方案中

我们混改的方式和手段还不足，追求

了混改的数量，没有完全考虑混改的

实效。”他提出，不要搞形式上的混

改，要搞能触动管理体制的改革。

医养健康产业

年底实现上市

去年年底，山能完成了煤业公

司的成立和组建，优势煤炭资产重

组改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

进展，下一步山能将通过股份改

造，加快推进主导产业上市，优势

煤种主业上市全面提速。

山能的另一大主业医养健康

的上市也在加快推进中。“目前，医

养健康产业已完成对8家医院的整

合，上市的前期条件已经具备。”李

位民说。

新兴产业加快崛起，颐养健康

产业集团内部整合融合推进上市，

外部则拓展合作增强优势。李位民

透露，该集团与日本两大龙头企业

日本日医集团、元气春集团已达成

了合作意向，并且确定在山东济南

与山能合资建设中外医养健康合

资公司，2月底之前第一个协议就

要正式签订。并且，打造具有智能

化、智慧化医养结合的新产业，转

型升级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颐养

健康产业集团要在年底实现在香

港上市。

“70”“80”干部

进入班子比例不低于20%

山能2020年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稳妥推进职业经理人改革。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

进能出，不拘一格选人用人。”要实

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顺应改革发展

需要，大胆启用优秀年轻干部，持

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李位民提

出，今年，二级以下企业将选聘100

名职业经理人，“70”“80”干部进入

各级领导班子的比例不低于20%。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在刚刚

过去的2019年，山能的“三项制度”

改革持续深化，形成了差异化薪酬

分配、市场化选人用人、柔性化招

才引智机制，以效定薪、薪效联动

实现了常态化；6户企业纳入省属

企业中长期激励试点，实施了“双

百”“十百千”两大人才工程，累计

市场化选聘经理人36人。

山能集团医养健康产业年底将上市
拟与日企在济建中外医养健康合资公司去年山东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8 . 2%

导报讯(记者 刘勇)据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抽样调

查推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

2019年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3 1 5 9 7 元，同比增长

8 . 2%，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

增长4 . 8%。人均消费支出为

20427元，同比增长8 . 8%。

分城乡看，全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同

比增长7 . 0%，扣除价格因素影

响，实际增长3 . 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17775元，增长

9 . 1%，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

增长5 . 3%，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实际增幅1 . 5个百分点。

山东发展投资集团

新增1家基金管理公司

导报讯(记者 王伟)日前，

山东发展投资集团权属企业山

东泓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成为集团公司第5家成功登记

的基金管理公司。

泓信基金于2019年12月19

日向中国基金业协会提交申

请，仅用28天即一次性登记通

过。下一步，泓信基金将围绕主

业发展，在能源基础设施、高端

装备与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领域积极开拓投资业务。

去年工业生产者

价格窄幅下行

导报讯(记者 刘勇)从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获悉，

2019年，山东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比上年下降0 . 3%，同比降

低4 . 0个百分点；购进价格下降

0 . 8%，同比降低4 . 4个百分点。

9大类原材料购进价格呈

现“3涨1平5降”的态势。其中，农

副产品类价格上涨4 . 7%，建筑材

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上涨3 . 8%，黑

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2 . 3%；燃

料、动力类价格下降4 . 1%，木材

及纸浆类价格下降4 .0%。

历城试点大件垃圾

资源化利用

导报讯(记者 杜杨)1月20

日，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

道的历城区大件垃圾收运再利

用项目正式启动。未来，废旧家

具等大件垃圾不仅有处可扔，

还能资源化利用。

在济南市东部大件垃圾资

源化处置中心，经济导报记者

看到，一张破旧沙发被抬到输

送带上，通过处理端口送入机

器，只要15秒便被破碎机破拆，

破拆后的沙发被制作成压缩燃

料棒实现资源再利用。

产业动态
Chan ye dong tai

E

◆导报记者 王伟

2020年伊始，安徽宿州妙顺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上马的生态塑料产业合

作项目生产线获得一次性试机成功。

对这一技术的先进性，当地宿马园区

副主任李磊赞不绝口。让他感到高兴

的是，该项目的引入可满足当地及周

边地区对环保可降解生态塑料产品的

迫切需求，为塑料行业的转型升级开

辟新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有了可降解生态塑料

产品，治理“白色污染”不再是难题。

输出这一技术的是山东天壮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建立的“济南

市全 生 物 降 解 生 态 塑 料 工 程实验

室”，经过济南市发改委反复论证，

刚刚被筛选认定为济南市41个工程实

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之一。

生态塑料，顾名思义，是一种绿色

生态环保材料，区别于普通塑料，是通

过生态塑料技术将普通聚烯烃类塑料

300年以上的降解周期缩短至2-3年，且

降解产物无毒无害，不产生微塑料，可

直接回归生态圈，不对环境产生二次污

染，从源头杜绝塑料“白色污染”问

题。同时可促进传统塑料产业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和绿色生产转型升级。

早在2006年，天壮环保创始人王

丽红就组建了一支由国际纳米催化、

高分子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高水平科

研团队，深入研究高分子聚合物的氧

化降解和生物降解过程，成功研制出

“生态塑料技术”，完成了天壮环保

初始技术理论创新。

历经12年，公司打造出的生态塑

料应用技术平台集研发、检测、试验、

应用于一身，先后承担了国家公益性行

业专项、山东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

项目、农业重大应用、科技创新工程等

20多项重点项目，生态塑料技术通过了

山东省科技厅组织的由中科院副院长、

国际高分子材料学权威王佛松院士等七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成果鉴定。

该技术也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

席赵白鸽的认可：天壮环保生态塑料

技术的出现不仅是科技的创新，更是

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成果。未

来生态塑料技术的发展速度将会是指

数型的、爆发式的增长。在影响深度

方面，生态塑料技术未来或将引发包

括国家企业家庭和公民以及整个社会

体系的变革。

为快速壮大生态塑料产业发展，

天壮环保已在全国规划布局30个落地

项目，未来5年，生态塑料年产能将突

破100万吨。

“相比传统聚烯烃类塑料，生态

塑料每年约节约 5 0%原材料投入成

本；按照每亩回收成本平均50元人民

币计算，全国近4亿亩覆膜耕地，每年

约减少200亿元残膜回收成本；按每个

县残膜回收站投资500万元计算，全国

1347个县，约减少投资建站费用近70

亿元，经济效益颇佳。”王丽红说。

倒逼塑料产业绿色升级

可降解塑料对白色污染说“不”

——— 发展后劲之变

分户债权资产明细表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止日后利息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计算。 债务人、担保人应予履行的相应利息余额及应承担的相关费用，以合同约定定或者

生效的司法文书确认的数额为准。

序号 债权名称 所在地 币种 本金 (元) 截至2019年7月
20日利息(元) 担保情况

1
山东泉林纸业夏
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 人民币 162,268,997 . 05 876,824 . 71

山东泉林纸业夏津有限公司以其自有的工业土地、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
土地面积合计230074 . 61平方米，抵押房产面积合计74880 . 38平方米；山东泉林嘉有肥
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董善
昌、庄金红提供保证担保

2
武城县一诺化工
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 人民币 5,000,000 . 00 1,169,066 . 02 山东龙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东龙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刘春阔、戚

红娣、王新军提供保证担保

3
山东豪佳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 人民币 19,990,000 . 00 739,900 . 56 山东豪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其自有机器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山东东方鸿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齐河富达木业有限公司、官峰、张霞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山东泉林

纸业夏津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

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拟处

置债权可单户或组包处置。

具体项目情况详见附件：分

户债权资产明细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

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

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受让意向者如需了解有关本

次公告债权资产的详细信息，请

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

询，或与联系人接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

出征询或异议。

联系人：代经理、高经理

联系电话：0531-86995376、

0531-86995565

邮件地址： g a o z i y u a n @

coamc.com.cn

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

下区经十路14306号建设大厦21楼

邮编：250014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委

办公室)；0532-58760779(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管部门：0532-83895571(财

政部驻青岛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处)；0532-83079295(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0年1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山东泉林纸业夏津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距离2020年春节还有几天，各大互联网

公司都聚力展开了新一年的“红包大战”。

扫福、玩游戏、集卡、点赞、拍视频……各

种玩法层出不穷。

不过，如今的红包早已不是单纯的红

包，而是超级流量入口和新的强大增长引

擎，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巨头们的新战场。

“以春节为代表的时点营销，正成为当

下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尝试的重要领域。未

来，随着互联网公司对于时点营销运作套路

的日渐成熟，一个基于红包为代表的新的营

销方式将会逐渐展开。”互联网独立分析师

宋志峰分析道。

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在济南一家事业单

位上班的金琳琳就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开

始扫“福”字，到“蚂蚁森林”去浇水，然

后又去“蚂蚁庄园”拜年。一圈下来，金琳

琳扫到了多个福卡。

“我现在就缺一张‘敬业福’，找朋友

赐一张。”金琳琳边说边向朋友发信息求一

张“敬业福”。按照支付宝的规定，集齐5

张福卡，可以参与瓜分5亿元大奖。若能收

集到全家福，支付宝还可以帮助全家还全年

花呗，最高48888元。

在扫完“福”字后，金琳琳又打开腾讯

微视，收集各种类型的卡。按照腾讯的规

定，用户需要在微视上集齐美食卡、地标

卡、风景名胜卡、文化卡、新时代卡这5张

类型卡，合成1套家乡卡，以此来获得参

与瓜分 2亿大奖资格。除了这2亿大奖外，

腾讯微视还采用了“1分钱大作战”“红包

体验金”“彩蛋红包”“24小时刷视频领红

包”4种玩法，发放8亿元大奖。

接着金琳琳又打开京东APP，通过各种

活动收集“爆竹”用来“炸年兽”，分享3

亿元现金红包。“我现在距离第三十关就差

一点点了，马上就有资格抽取最诱人的“锦

鲤大奖”，奖品为36500元无门槛购物红

包、30000元无门槛购物红包，以及18888元

无门槛购物红包等。”

在完成上述动作后，金琳琳又刷起了快

手和抖音。“快手有10亿元的红包，抖音有

2 0亿元的红包，各种红包都在向我招手

呢。”金琳琳说道。

实际上，上述红包只是今年各大互联网

公司春节红包大战中的一部分。

阿里旗下的聚划算在整个春节期间补贴

总额将达20亿元，同时淘宝还宣布将在除夕

当晚为5万名消费者清空淘宝购物车。

拼多多在推出了“年货系列万人团”

“百亿补贴”“限时秒杀”的特惠商品和优

惠券以外，还在现有百亿补贴的基础上追加

30亿元人民币补贴资金和现金红包。

同样，苏宁推出了“天天发现鲸”活

动，给出了20亿元的红包；小红书也拿出了

1亿元来发红包；百度启动“好运中国年”

活动，发5亿红包；微博推出集卡分1亿红包

的互动……

“红包或许仅仅只是一个表象，红包

背后更多的是互联网公司各自产品的推广

套路，每一个红包都对应一个产品露出与

体验流程。如果从品牌传播的角度来看，

红包营销带来的品牌传播的力度，远比广

告投入来得直接和有深度。”对于行业主

流的红包玩法， in有电商CEO张杰给出了

自己的看法。

春节“红包大战”拉开帷幕
线上平台流量争夺战打响

山能医

养健康产业

已完成对8家

医 院 的 整

合，上市的前

期条件已经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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