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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28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本土7例

均在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9

日通报，6月28日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例，其中

境外输入病例5例(四川3例，辽宁1

例，上海1例)，本土病例7例(均在

北京)；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

似病例4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

京)。

●央行开展50亿元央行票据互

换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29日发布公

告称，为提高银行永续债的市场流

动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

本，当日将开展2020年第六期央行

票据互换(CBS)操作。操作量为50

亿元，期限3个月，费率为0 . 1%，

票面利率2 . 35%。

●企业电价“九五折”优惠政

策延长至年底 28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通知明

确，自2020年7月1日起至12月31日

止，电网企业在计收现执行一般工

商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

力用户电费时，统一延续按原到户

电价水平的95%结算。

●助推中小企业融资标准化票

据规范性制度出台 28日从中国人民

银行网站获悉，为规范标准化票据融

资机制，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和供

应链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

《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

●美国一老牌页岩油气企业申请

破产保护 美国老牌页岩油气企业切

萨皮克能源公司28日发布新闻公告

说，公司已向得克萨斯州南区破产法

院申请破产保护进行资产重组。切萨

皮克能源公司公布的季度财报显示，

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超25亿

美元，净亏损约8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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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淘宝店主表示，对补税一事感到有些担

心，正在积极理清账目

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5月份，随着复工复

产深入推进，生产经营秩序逐

步恢复，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持

续改善，当月利润增速实现由

负转正。但累计看，1-5月份

利润同比下降19 . 3%，降幅依

然较大。图为工人在查看碳纤

维生产线运行情况。

(据新华社)

工企利润
增速转正

“德州扒鸡”上市
会有羁绊吗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山东

省工信厅日前就加强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打造制造业高技能人

才培养高地征求意见，山东将

力争到“十四五”末，在全省

建设 3 0 0个左右制造业公共实

训基地，重点建设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公共实训基地、

先进制造业领域公共实训基

地、特色优势产业领域公共实

训基地。

对事关全省制造业发展大局

的关键领域亟需的顶尖高技能人

才，依托行业重点企业和知名院

校，集中全省力量，联合思科、

IBM、西门子、宝马、华为、阿

里巴巴等世界知名企业和德国弗

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日

本能率协会等世界知名机构及院

校共建实训基地，对接国际职业

技能标准，引进国际先进实训模

式、实训项目和实训标准体系，

打造高端国际实训平台，探索建

立海外公共实训基地，引进国内

外知名实训机构在我省建立分支

机构，培养国际化、现代化、高

水平的技能人才。

突出济青烟“三核”引领，

依托区域行业骨干企业、院校，

联合其他相关单位，建设一批具

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公共实训

基地，面向周边地区、企业、院

校和社会组织，开展技能实训、

职业资格鉴定、师资培训、技能

竞赛、技术支持和科技成果转化

等服务。支持省会经济圈建设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化工、

医养健康及生物医药等实训基

地，支持胶东经济圈建设现代海

洋、先进制造、新材料、信息技

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实训

基地，支持鲁南经济圈建设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高端化

工、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及食品等

实训基地。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山东

鼓励公共实训基地按照企业化管

理、市场化运行的模式独立运

营。在满足自身学生、员工实训

需要的同时，主要面向社会，为

其他院校、企业和培训机构学生

和员工提供有偿技能实训服务。

围绕“四个一批”重点领

域，在专业公共实训基地、区域

公共实训基地、产业集群(县域)

公共实训基地三个层次上，每年

遴选50个基础条件好、示范引领

作用强的公共实训基地作为全省

新旧动能转换公共实训基地试

点，省里给予适当奖补。

联手思科和IBM等知名企业 对接国际职业技能标准

300个公共实训基地提质“山东制造”

电商补税动真格
刷单卖家“有点慌”

◆导报记者 杜 杨

通 讯 员 来金路 微山报道

6月28日，江苏常州凌家

塘水产市场，2-4钱规格小龙

虾批发报每斤4元，这个价格

只有去年同期每斤11元的三分

之一，不少养殖户开始弃养止

损。不过在山东济宁微山湖地

区，6钱以上小龙虾塘口价稳

定在每斤16元左右，当地养殖

户还有得赚。

原来，微山湖地区小龙虾

养殖没有一味追求高产，虽在

行情好时产量有限，但今年

市场需求不振时反而因投入

适中保持了相对稳定，更因

低密度模式养出的龙虾个头

更大，在北京、上海市场抢占

了一席之地。

虾价低迷

6月28日凌晨4时，

在微山县昭阳薛河村，

养殖户闫宾将刚打捞出来的

500余斤小龙虾售出装车。

“这批虾每只大约6钱左

右，塘口价一斤16元，这个

价 格 比 往 年 同 期 低 了 1 0

元。”他如是告诉经济导报

记者。

收虾的人叫周峰，他在几

家养殖户收购完毕后，就将虾

按个体大小简单分装，然后运

往自己在上海市青浦区某水产

品市场的摊位销售。

“微山湖的虾个头大、肉

筋道、无异味，适合长途运

输 ， 也 受 当 地 客 户 的 欢

迎。”他如是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

与微山湖小龙虾

大受欢迎相比，部分

产自江苏、上海、成

都、长沙等地的小龙虾，却让

养殖户高兴不起来——— 开篇提

及的每斤4元还不算最低的，

“我还见过每斤2元的。”周

峰表示。

“目前市场上到处都是2

-4钱的小龙虾，价格也低；

而微山湖龙虾个头适中，体

态健壮，最受市场欢迎。”

周峰如是说，“当然，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饭店

客户降低了采购量，导致不

管你是2-4钱的小龙虾，还是

6钱左右的适中个头，价格统

统上不去。”

受小龙虾价格低迷的影

响，据了解，外省一些“虾稻

共作”的水田提前放虾种水

稻，当地养殖户也已弃养，以

期止损。

好在微山湖的众多养殖户

没有弃养的打算。“目前我

养 虾 主 要 是 虾 苗 和 饲 料 花

钱，每斤成虾成本大约在10

元左右，现在的价格还能盈

利。”闫宾就这么说。

市场上的虾
越来越小了

此前闫宾去外地考察，发

现不少地方的小龙虾腿、脚、

嘴沾满黑泥，“我们微山湖的

虾 就 不 这 样 ， 整 体 肉 色 鲜

亮。”

作为技术专家，微山县渔

管委总工程师张保彦也有类似

的发现，“不少地区纷纷上马

小龙虾节，节目频现‘刷龙虾

大赛’。小龙虾还需要这么清

洗?这在微山湖地区是难以想

象的。”

据说，2018年是小龙虾产

业发展最迅猛的一年。当年全

国小龙虾总产值达3690亿元，

同比增长37 . 5%；全国总产量

一路猛增至163 . 87万吨，增幅

达45 . 1%。 >>下转2版

德州扒鸡售卖的是传统扒鸡，而周黑鸭则把鸭脖

当零食卖，德州扒鸡在增速上明显低于周黑鸭

责任编辑：张大鹏 视觉总监：小犇

◆导报记者 戚晨

在首届儒商大会上，德州

梁子黑陶文化有限公司、山东

泉韵历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

订共同启动中国(德州)黑陶非遗

文化产品传承平台项目的合作

协议，作为全省十行业百强之一

重点项目签约。目前，该项目已

完成建设，平台搭建横跨济南和

德州、辐射国内黑陶产业。

黑中透莹、望之如金、坚实

凝重、叩之如磬。黑陶文化距今

已有约6000年的历史。德州黑

陶起源于龙山文化，2009年，德

州被中国轻工业部授予 “中

国黑陶城”称号。2014年，德州

黑陶烧制技艺被评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德州黑陶”作为

齐鲁大地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

名片，至今仍吸引着众多传统

工艺爱好者的目光。如何让传

统文化始终保持生命力，如何

在追求产业化的同时，保留艺

术与文化的温度，文化创意设

计的助力必不可少，黑陶产业

需要一个传承和创新的集合式

产业平台。

山东泉韵历山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董事长孙美华介绍，该

平台项目自2018年启动，目前平

台运转良好，合作开发的系列

创新产品，包括精品收藏、家庭

陈设、装修工程、文旅产品等很

受市场欢迎，效益相比同期增

加35%。尤其是家庭陈设类成为

人们家居陈设的新宠，个性化

定制服务，彰显着主人的独特

喜好和文化修养。平台建成以

来，围绕黑陶文化，充分发挥文

化创意设计融合带动能力强的

优势，打造集文化创意设计、生

产制作、销售、孵化、休闲、体验

为一体的综合性发展平台。

德州梁子黑陶文化有限公

司作为德州黑陶产业的龙头企

业，拥有黑陶产业四大研发生

产园区；山东泉韵历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品牌整合策

划与创意设计见长的专业文化

传播机构，是山东省文化创意设

计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孙美华

认为，通过两家企业联合以及整

个产业助力，平台致力于帮助传

统“家族式”非遗传承，尤其在人

才培养层面，突破传统师承关

系，大力推行群体式传承和大

众研学、体验的参与。

营业额下降超过百分之五

十、订单减少、库存压力大，运

营成本增加……谈到疫情对产

业的影响，孙美华表示，为抓紧

恢复运营，双方企业通过线上

沟通，线上、线下同时销售，在

淘宝、京东、东家等平台开展直

播“带货”活动，通过不同渠道

提升产品销售量。

“开辟以黑陶为特色的齐

鲁文化黑陶产业新局面，培育以

黑陶文化为链条的实体经济，形

成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新模式。”

孙美华和德州梁子黑陶文化有

限公司总经理梁丽霞希望，通过

儒商大会应运而生的中国(德州)

黑陶非遗文化产品传承平台项

目合作，将努力形成南瓷北陶的

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也将为更

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

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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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山东泉韵完成文化传承平台建设

德州梁子让6000岁黑陶“浴火重生”

全国多地养殖陷入亏损 微山湖区价格相对稳定

微山湖小龙虾身价逆行记
导报讯(记者 初磊)近日，山

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

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

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针对家电生产、消费、回

收、处理全链条，提出9条落实措

施，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行业

发展，促进居民家电更新消费。

开展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建设试点，围绕推进生产者责任

延伸、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和周转

网点、培育“互联网+回收”新模

式等方面，强化试点示范，努力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典型

经验；健全回收处理体系，支持行

业协会成立全省废旧家电回收处理

企业联盟，开发建设“互联网+回

收”应用服务平台，构建智能、高

效、可追溯、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

处理体系；增强拆解处理能力，支

持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收拆解利

用业务，畅通生产销售回收处理

全产业链条；加大资金扶持力

度，对符合条件的废旧家电回收

处理项目等，统筹中央和省级资

金给予必要支持等。

山东推出9条废旧家电处理新政

支持家电企业
回收拆解利用

成品油下轮调价
可能搁浅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综合原油均价突破40美元/桶关

口，但实际上短期内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很大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29日，沪深

两市明显回落，个股跌多涨少，截至

收盘，上证指数跌0 . 61%报收2961 . 52

点；深证成指跌0 . 52%报收11752 . 36

点；创业板指跌0 . 42%报收2372 . 54

点。日内，北向资金净卖出14 . 47亿

元，一改此前连续5日净买入态势。

从板块表现上看，免税店板块

继续走强，军工股盘中出现异动拉

升，但证券、云游戏、旅游板块明

显下跌，特别是证券板块的低迷表

现拖累了市场。

个股方面，保健品龙头股汤臣

倍健(300146)跌停，公司此前发布

定增预案，拟向35名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不超过1 . 6亿股，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3 6 . 0 8亿元。照此计

算，定增价格为22 . 55元/股，相较

于今天的跌停板，该定增价格高

于现价12%。

沪深两市回落
汤臣倍健跌停

微山湖地区小龙虾养殖没有一味

追求高产，虽在行情好时产量有限，但

今年市场需求不振时反而因投入适中

保持了相对稳定

特别关注
Te bie gua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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