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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强调中国对印基本

政策没有变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

东30日在新德里表示，中印友好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对印基本

政策没有变，并呼吁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水利部：8月份长江上游可

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水利部预

计，8月份，长江上游可能再次发

生编号洪水，长江流域汉江、淮河

沂沭泗水系、黄河上中游、海河、

松花江、辽河等可能发生区域性较

大洪水。水利部要求提早做好有针

对性的防御部署。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

案一审宣判：死缓 7月31日，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

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

正永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

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

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经审理查明，被告

人赵正永单独或伙同其妻等人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7 . 17亿余元。其中，2 . 9亿余元尚

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2020年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

逆势增长 2020中国国际数字娱乐

产业大会30日在沪揭幕，《2020年1

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同日发

布。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游

戏产业逆势增长。游戏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1394 .93亿元，同比增长22 .34%。

●日本 6月失业率小幅下降

日本总务省7月31日公布的劳动力

调查结果显示，经季节调整后，日

本6月完全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 . 1个

百分点至2 . 8%。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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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国际金价冲上1900美元/盎司的关口后，一度出现

多日的大幅波动，对于后市的预期，各方机构分歧较大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

发布数据，7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 . 1%，比

上月上升0 . 2个百分点，连续5个

月位于临界点以上。PMI指数以

50%为荣枯线，低于50%，反映

经济衰退；50%以上，反映经济

总体扩张向好。图为工人在一

家汽车轴承车间忙碌(资料图)。

(据新华社)

PMI
升至51 . 1%

10鲁企
今年已过会核准IPO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戚晨)7月31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

会，会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山东旅游职业学院解读《山

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相关内

容。经济导报记者从发布会了解

到，山东将发挥齐鲁文化优势，

打造包括济南-泰山-曲阜优秀

传统文化旅游示范区、齐文化旅

游示范区、大运河(山东段)文化

旅游示范区、黄河三角洲生态文

化旅游示范区等四大文化旅游示

范区。同时，将打造山水圣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旅游带、仙境海岸

文化旅游带等六大文化旅游带。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张鲲表示，《规划》突

出解决“三化”问题。围绕破解碎

片化问题，突出打造六大文化旅

游带，推出16条综合型经典文化

旅游线路、7个系列主题特色型文

化旅游线路，实现“串珠成线、连

片成面”。围绕破解低端化问题，

加强文化旅游资源发掘和整合

利用，发挥齐鲁文化优势，打造

四大文化旅游示范区，实施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建设、齐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旅游景区质量

提升、历史城区文化旅游整合打

造等五大工程，完善文化旅游精品

体系；通过“文化+旅游”“文旅+”，培

育文旅新业态，激发产业发展新

动能。更将围绕破解封闭化问题，

依托省内综合交通网络，提出构

建南联北引、西接东汇的区域开

放新格局，南向加强与长三角地

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合作

共享，北向强化与京津冀城市群、

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协同发

展，西向强化与黄河沿线等中西

部省份的对接和联动，东向加强

与日韩的文化旅游合作交流，实

现开放互动、协调发展。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陈国忠介绍，在发展定位上，《规

划》提出彰显红色文化、优秀传

统文化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旅

游，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新高地、国际著名

文化旅游目的地。在品牌定位

上，提出突出发挥“好客山东”品

牌效应，打造“好客山东”品牌引

领的文化旅游品牌体系。

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发布

打造“济南-泰山-曲阜”等四大文旅示范区

买金5年价翻倍，
之后咋办

上半年，山东A股过会、核准(注册)IPO企业9家。加

之安德利果汁，全省已达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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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省会经济圈企业开办能“全域通办”了
济南、淄博等7市可在“政银合作”网点办执照

临沂“金佰利”拿下徐州住宅地块 烟台“金象泰”入主济南汉峪项目

山东地市房企“走出去”
导报讯(记者 时超)7月31日，

经济导报记者获悉，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下发通

知，提出做好2020年度山东省基层

中青年业务骨干挂职研修人选的

组织推荐工作。据了解，此次挂职

研修人选为全省教、农、文、卫系统

所属县(市、区)及以下基层一线事业

单位在编在岗人员，其中全省教育系

统安排196人、农业农村系统安排42

人、文化和旅游系统安排38人、卫生

健康系统安排224人，合计500人。

通知提出，本年度挂职研修时

间初步安排为2020年9月至2021年9

月，方式为全脱产。待挂职研修人

员到岗开始研修后，按照每人3万元

标准拨付培养经费，专款用于人才

食宿科研补贴和指导教师相关补

助。挂职研修期间，省主管部门负

责本系统领域挂职研修人员的管

理工作，日常管理委托研修单位具

体负责。挂职研修期满后，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省主管部门、

研修单位对研修人员进行考核。

山东将组织500位
业务骨干挂职研修

高信股份等成
科创板“后备军”

山东各级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战

略投资，助力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E 盘后点睛

沪深两市放量震荡
生物疫苗板块领涨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向来以区

域城市为大本营的山东地市房企，如

今也在“走出去”拿地扩张，向区域外

市场发力

◆导报记者 孙罗南 济南报道

斥资14 . 22亿元，山东的

一家地市房地产企业近日在

江 苏 徐 州 拿 下 一 宗 住 宅 地

块，吸引了不少眼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向来以区域城市为大本营的

山东地市房企，如今也在“走

出去”拿地扩张，向区域外市

场发力，这成为近两年房地产

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

地市房企大手笔
拿地“走出去”

近日，在江苏徐州有一

场土拍，为云龙区大龙湖BC

地块，经过224轮竞价，最终

结果是山东儒辰控股集团旗

下的山东金佰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14 . 22亿元摘得该地

块，楼面价16180元/平方米，

溢价率达到102%。

这宗土地的出让面积约

7 . 3万平方米，为住宅用地，

起价7 . 04亿元，起始楼面价为

8010 . 36元/平方米。

资料显示，山东金佰利

控股集团于2006年6月成立，

山东儒辰控股集团持有其51%

的股权。

山东儒辰控股集团来自

临沂，从其官网看，这家企

业成立于1998年，拥有儒辰地

产、儒辰康养、儒辰物业三大

主力品牌，集地产开发、康养

文旅、生活服务、建筑安装、装

饰园林、智能安防等产业于一

体，儒辰地产已先后完成山东

多地市产业布局。

以14 . 22亿元的大手笔在徐

州拿地，也足见这家山东地市

房企“走出去”扩张的决心。

这些年来，随着房地产

巨头在全国“跑马圈地”，

一些中小型房企呈现被边缘

化的趋势。不过近两年在土

拍市场，依旧可以看到山东

部分地市房企的身影。

比如，有些地市房企还

将 目 光 瞄 向 了 济 南 土 地 市

场。去年8月，济南堤口南路

的12亩土地迎来出让，在经过

6轮竞价后，该地块以1 . 559亿

元成交，楼面价10767元/平方

米。山东民生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摘得该地块。这也是这家

来自聊城的房企首入济南。

去年5月，位于济南凤歧

路以东、飞跃大道以南的雪

山片区殷陈A-1地块出让，面

积约50亩，该地块据称吸引了

8家房企参与竞买，经过26轮

竞拍，鑫都置业以8 . 2986亿元

的价格摘得，住宅楼面价达到

约11492元/平方米，这家来自

东营的企业首次落子济南。如

今，案名为“鑫都紫宸府”的上

述项目已经入市。今年6月，鑫

都还在济南天桥区拿下一宗

较小的住宅用地。

据接近鑫都的人士对经

济导报记者说，鑫都这几年

虽然在东营当地发展不错，

但是因为房地产是一个区域

性很强的行业，只局限于一

地发展，业务规模的天花板

会很明显，所以必须向外扩

张。这些年，鑫都也确定了

深耕山东、布局全国、走向

世界的目标，业务呈现向外

发展的趋势，鑫都已经将旗

下鑫都置业的总部搬到了北

京，展现了其要在全国发展

的战略。

将军汉峪地块
“易主”金象泰

不止民生置业、鑫都置

业，在济南市场上有所斩获

的还有烟建集团。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就在本月中旬，将军烟草集

团旗下的山东将军名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将军

名郡”)已经正式完成股权转

让，相关工商信息显示，其

控股股东变更为烟建集团旗

下的山东金象泰置业，这也

意味着将军烟草位于济南汉

峪的项目正式易主。

将军名郡是将军烟草集

团旗下公司，也是在2 0 1 7年

于济南汉峪片区拿下土地的

项目公司。在当年8月的土拍

中，将军烟草旗下企业将位

于旅游路以南的两个地块收

入囊中，一块为商业商务用

地，一块为2 . 24万平方米的住

宅地块。 >>下转2版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7

月31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与淄博、泰安、聊城、德

州、滨州、东营等6个地市的

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工商银行各

市分行分别签订了“省会经济

圈企业开办全域通办协议”，

标志着省会经济圈7市实现企

业开办“全域通办”。

当日，淄博市民刘洪兴通

过工商银行“政银合作”服务

网点，领取了“省会经济圈企

业开办全域通办机制”实施后

的首张营业执照，成为这项举

措的首位受益者。

6月，山东省政府提出加

快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高水平建设

现代化省会经济圈，推动济南

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以中

心城市引领都市圈、以都市圈

带动经济圈发展，加快同城化

进程。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为

此在全市推行“政银合作”的

基础上，探索创新跨区域商事

登记服务模式，与工商银行系

统进行对接，联合淄博、泰

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

等6市推出企业开办“全域通

办”的新模式。

按照“省会经济圈企业开

办全域通办机制”模式，投资

人在省会经济圈范围内开办企

业，可到本地工商银行“政银

合作”服务网点提交申请，通

过工商银行系统提交到企业经

营场所所在地的行政审批服务

局审核，通过后由“政银合

作”服务网点打印并寄发营业

执照。同时，由工商银行各市

分行为企业提供印章刻制、社

保申请、医保登记、公积金登

记、银行开户等“链条式”服

务，从而降低企业开办成本，

让申请人足不出市即可完成企

业开办全过程。

据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省会经济

圈企业开办全域通办机制”充

分发挥“政银合作”网点便

利、网络完善的优势，探索创

新跨区域商事登记服务模式，

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政务服务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导报讯(记者 时超)7月31日，

沪深两市放量震荡，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报3310 . 01点，上涨0 . 71%；深

证成指报13637 . 88点，上涨1 . 27%；

创 业 板 指 报 2 7 9 5 . 4 0 点 ， 上 涨

1 . 89%。日内，两市成交额继续在

万亿元之上，不过北向资金全天净

卖出19 . 03亿元。

从盘面表现看，生物疫苗板块

持续爆发、表现亮眼，渔业、黄金、集

成电路、网络游戏板块也涨幅靠前，

而卫星、稀土、航母等板块领跌。

个股方面，本月股价涨幅达到

84%的奇正藏药发布公告称，公司

高管李军于2020年7月29日通过深

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2 . 92万股，交易价格为30 . 61

元，交易金额为 8 9 . 3 8万元。不

过，由于李军未在卖出的15个交

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此次减持构成违

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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