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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3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7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8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9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0 山东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改委力推县城城镇化补短

板强弱项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

《关于做好县城城镇化公共停车场

和公路客运站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

通知》，推进主要公共建筑配建停

车场、综合客运枢纽配建停车场、

路侧停车位设施升级改造，以及居

住社区配建停车场等政府主导停车

信息平台等建设。

●国开行上半年2777亿元贷款

支持制造业升级 20日从国家开发

银行获悉，截至6月末，国开行今

年已发放制造业贷款2777亿元，同

比增长45%，贷款余额8648亿元，

有力支持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今年

以来，国开行设立了2500亿元制造

业专项贷款，制定500亿元制造业

纾困流动资金贷款发放计划，助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利好政策接踵而至，文旅业

蓄势回暖 20日，全国影院将迎来

重启时刻。据悉，目前定档20日上

映的影片有《第一次的离别》《璀

璨薪火 3 D》。与此同时，连日

来，从恢复跨省 (区、市 )团队旅

游，到加大文旅行业纾困力度，旅

游业复苏也连迎政策利好。业内认

为，随着文旅业走出低谷加快回

暖，文旅消费有望得到较大提振。

●二季度87个城市住宅地价环

比增速上升 近日，中国国土勘测

规划院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公布的

“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

价监测报告”显示，二季度全国受监

测的105个城市地价整体运行平稳。

其中，住宅地价环比增速上升的城

市87个，较上一季度增加19个。

●日本6月出口同比下降26 . 2%

日本财务省20日公布的贸易统计初

步结果显示，6月份日本出口额同

比下降26 . 2%，连续第19个月同比

下降。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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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基金应看所买行业基金后续发展的景气度

等，而不应该只盯着爆款基金，避免追涨杀跌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6月，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232 . 5万辆和230 . 0万辆，环

比分别增长6 . 3%和4 . 8%，同比分

别增长22 . 5%和11 . 6%，产销量刷

新了往年同期历史新高。中汽协

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受疫情影

响，今年一季度销量下滑明显，5

月份以来出现明显的恢复性增

长。图为19日，在第十七届中国

(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现场，参观

者在奥迪展台参观。

（据新华社）

汽车产销
恢复性增长

企业把项目
“搬”进了学校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王伟)从20日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省属企业深入实施

混改三年(2019-2021)工作计划，12

户省属一级企业已制定混改方

案。上半年，有72户权属企业完成

混改，鲁华能源等4户一级企业审

计评估基本完成，泰山保险成功

引入德国安顾集团实现增资混

改。加快上市步伐，中泰证券登陆

A股主板市场，今年以来省属企

业新增3户上市公司，目前总数已

达42家，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1%。

省属企业重组整合力度明显

加大。近年来，山东先后组建机

场集团、港口集团，完成山东重

工和中国重汽重组，培育了一批

引领型支柱型企业集团。重组不

只带来“量”的变化，更带动

“质”的提升。山东机场集团组

建后，2019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366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1 . 7万

吨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 3 . 3 % 、

17 . 8%；今年受疫情影响，上半

年完成旅客吞吐量765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10 . 2万吨，虽然同比

下降，但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山东港口集团组建后，2019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3 . 2亿吨、集

装箱吞吐量2956万标准箱，同比

分别增长10 . 9%、9 . 7%；今年因

为疫情影响，国内规模以上港口

基本是负增长，但山东港口集团

上半年吞吐量、集装箱量、效益

三大指标均实现逆市增长，领跑

全国沿海港口。

近期，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

山东高速与齐鲁交通的联合重组

启动实施，强强联合。同时，正在

推进省属文化旅游、医养健康资

产的专业化整合，将分布在10多

户省属企业中的非主业文化旅

游、医养健康资产，以市场化方式

重组整合，打造具有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山东特色的国内一流文

化旅游集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医养健康领域龙头企业。

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

承压前行，1-6月，纳入财务快

报的28户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7710亿元，同比增长2 . 3%。

与全国国有企业相比，上半年，

山东省属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

增速分别高于中央企业(-7 . 8%、

-37 . 7%)10 . 1、10 . 3个百分点。

今年山东省属企业新增3户上市公司，总数已达42家

省属鲁企资产证券化率超51%

基金规模频缩水
“卖旧买新”悠着点

学生毕业就可以就业，不仅可以继续相关职业，还

可以到社会上其他企业就业或者自己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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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20

日，山东省工信厅等6部门公

示2020年山东民营企业100强

榜单，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

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山东

海科化工集团、青建集团股份

公司、山东如意时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位列前10位。

据了解，2020年山东民营

企业100强申报发布活动由山

东省工商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厅、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管局

共同开展。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与

2019年相比，榜单前10名发生

了较大变化。其中，2019年位列

榜单第2名、第3名、第4名、第9

名的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南山

集团有限公司、中融新大集团

有限公司在2020年榜单中跌出

前10名；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

限公司、山东海科化工集团、青

建集团股份公司、山东如意时

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则冲进了

前10名。分别从2019年榜单中

的第16、11、12、13名上升至2020

年榜单中的第7、8、9、10名。

从进入前10名企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纺织、石化、钢

铁、化工、轮胎等传统产业领

域。数据显示，2019年魏桥集

团销售收入为2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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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2020年山东民营企业100强出炉

魏桥创业、东明石化、日照钢铁位列前三

替代产能缺口大 再生类企业猛增

可降解塑料鲁企“热”起来 今年新开工改造
老旧小区3 . 9万个

山东晶导微冲击
创业板IPO

晶导微在国内的名气虽没有中芯国际等知名芯片

企业高，但是其制造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E 盘后点睛

上证指数大涨

乐视退要摘牌

山东民企十强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

年初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

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提

出，禁止生产销售超薄塑料购

物袋、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到

2020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

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

料棉签；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

管；相关城市、景区景点的餐饮

食堂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餐具等。新版限塑令加速了

企业转型和替代产品的研发。

近日，经济导报记者从权

威渠道获悉，国家发改委正在

对全国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零售企业、餐饮企业等塑料污

染治理推进情况摸底调查。从

山东的调研情况看，替代品产

能仍显不足，成本偏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塑料污染治理的

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限塑

令正在加速相关鲁企的转型升

级。山东的塑料再生类企业的

注册数量近期猛增。

传统塑料生产企业
转型热

新版限塑令下，传统塑料

生产企业转型迫在眉睫。

“我们年产塑料餐具10亿

套，已经在逐步往可降解方面

研发；生物可降解产品预计

将 在 年 底 实 现 量 产 。 ” 日

前，山东嘉洁塑业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刘伟对经济导报记

者透露。

经济导报记者还了解到，

山东森纳塑业有限公司也在往

可降解塑料餐具转型，目前已

达到年产能200万件。

“在限塑的大背景下，国

家 鼓 励 降 解 塑 料 的 研 发 生

产，目前各地政府也陆续出

台相关政策鼓励其发展。传

统塑料企业也参与到降解塑

料的行业当中来，不乏中石

化、神华、烟台万华、仪征化

纤等大企业。传统企业的优势

是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且传统

塑料企业大多资金实力雄厚、

有研发的能力。”金联创塑料

高级分析师李莉接受经济导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金联创数据显示，我国可

降解塑料正在向大规模产业化

迈进，PLA和PBAT作为目前

产业化水平最高的两种降解材

料，已宣布在建及拟建的项目

产能均已超200万吨。在全球

限塑/禁塑的大环境下，面对

千万吨级规模的潜在替代市

场，可降解塑料行业迎来巨大

机遇。

“今年1月至5月，山东省塑

料再生相关的企业新注册量为

726家，其中四月份注册量最

多，共注册220家相关的企业，

环比增长17%。截至目前，山东

省内与塑料再生相关的在业、

存续企业超过7000家，过去的5

年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达到4300

家。”塑料鲁企的转型热从企查

查数据中可见一斑。

限塑令也加快了塑料生产

大市日照的产业转型步伐。据

悉，截至6月，日照市共有800

余家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

业，日均产量3000余吨。打造

产学研平台、谋划产业转型升

级正成为当地塑料生产企业的

重要任务。

“重点打造总占地6 . 77平

方公里的莒县刘官庄镇新材料

产业园区，发展以高端塑料、

纤维板材、纳米铝材等为主的

新材料产业。”日照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企业不

断拉长产业链，调整产业结

构；引导现有企业跨领域发

展，瞄向科技含量高的工程

(特种)、机械、降解塑料；将

发展环保塑料、汽车塑料、

3D打印塑料等低碳、节能环

保、轻量化塑料作为产业重点

发展方向。

成本高
掣肘市场推广

限塑令使可降解塑料迎来

了春天。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忙

于生物降解塑料的除了传统的

塑料生产企业外，还有一些生

物科技公司。

基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市场

前景广阔，瑞丰高材(300243)

就公告称，公司拟投资不超过

3 . 2亿元，在现有厂区内建设

年产6万吨PBAT(聚己二酸、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共聚物)

生物降解塑料项目。

>>下转3版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限塑令正在加

速相关鲁企的转型升级。山东塑料再生

类企业的注册数量近期猛增

导报讯(记者 时超)20日，沪

深两市强势回升，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涨3 . 11%，报3314 . 15点；深证

成指涨2 . 55%，报13448 . 85点；创业

板指数涨1 . 31%，报2697 . 30点。

日内，军工、建材、保险、券

商等板块全线走高；只有白酒、游

戏等少数板块走低。不过，北向资

金净流出34 . 20亿元，其中沪股通

净流入35 . 39亿元，深股通净流出

69 . 59亿元。

中信证券最新研报认为，7月以

来市场在经历了狂热期、恐慌期后，

从下旬开始，将进入一段平静期，可

以主动寻找结构上的入场时机。

个股方面，乐视退(300104)今

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司股价报

收0 . 18元/股。公司明日将被正式

摘牌。这家公司2010年登陆资本市

场，2015年创下过1500多亿元的市

值，一度超过万科A。但如今退市

时，公司市值只有7 . 18亿元。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要求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

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

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意见》强调，2020年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 . 9万个，涉及

居民近700万户；到2022年，基本

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

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到“十四

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

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意见》要求，建立改造资金

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

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将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

程，中央给予资金补助。支持各

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

措改造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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