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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2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本土病例

15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日通

报，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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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0

例(上海4例，广东2例，四川2例，江苏

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15例(吉林8

例，黑龙江6例，河北1例)。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顶层设计

出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指出，完善以

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加

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药品集中采

购市场，引导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

平，有力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两部门：百亿奖补资金支持

千余家“小巨人”企业 工业和信

息化部2月2日消息，日前财政部、

工信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2021年-2025年，中央财政

累计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

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

体系，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重

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部发布《国家高新区绿

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月2

日，科技部发布《国家高新区绿色

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部分高新区实现碳达峰。

培育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

的绿色发展示范园区和一批绿色技

术领先企业。

●韩新版国防白皮书不再用

“伙伴”描述日本 韩国国防部2日

发布新版国防白皮书，不再用“伙

伴”描述日本，而是称日本为“邻

国”。 (均据新华社)

Da shi

大事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根据2020年1月国家发改

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到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

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新版限塑令实施以来效果

如何？

近日，经济导报记者走访

调查了解到，在市场需求刺激

下，企业加紧生产步伐，争分夺

秒抢占市场先机，但由于受高

成本掣肘，限塑令推行的市场

覆盖面还没达到政策要求，可

降解塑料产品亟须出台行业

标准加以规范。

生产企业抢先机

在新版限塑令助推下，

生产企业加速推进可降解塑料

生产建设。

“这个项目目前在积极建

设中，再有10个月就能投产。

可降解塑料行业前景可观，抢

占先机要争分夺秒，越早越

好。”2日，瑞丰高材(300243)

办公室杨姓相关负责人对经济

导报记者透露。

2020年3月，瑞丰高材公

告称，拟投资不超过 3 . 2亿

元，在现有厂区建设年产6万

吨PBAT生物降解塑料项目。

待新增6万吨/年PBAT产能达

产，公司有望享受到可降解塑

料行业早期红利。

新版限塑令也加速了传统

塑料生产企业替代产品的研发

生产。

“我们年产塑料餐具10亿

套 ,已经在逐步往可降解方面

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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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产

品有望很快实现量产。

经济导报记者还了解到,山

东森纳塑业有限公司目前也在加

速往可降解塑料餐具生产领域转

型,目前已达到年产能200万件。

塑料生产大市日照向可降

解塑料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也

在加快。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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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点打造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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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面尚未达要求

可降解塑料行业前景

被生产企业看好。不容忽

视的是，目前来看，可降

解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尚未达到

政策要求——— 大型商家在可降

解塑料产品的替代方面表现良

好，但多数小商家还未能按照

政策要求实现产品替代。

近日，在位于济南槐荫广

场地下一层的华联超市，经济

导报记者注意到，购物袋已换

成了可降解塑料袋。由于成本

高，价格也是明显上调。“最

大号的可降解塑料袋每个1 . 2

元，以前非降解的仅卖 0 . 3

元。”收银员介绍说。

“公司在可降解塑料袋的

生产安排、企业的招投标方面

都提前做了大量工作，在限塑

令实施前两个月就开始做准备

了。”济南华联集团超市便利

店总监张东征对经济导报记者

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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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限塑令带来产业链变局 瑞丰高材等鲁企加速量产

可降解塑料的新机会来了

导报讯 ( 大众报业记者

赵君)2月2日上午，山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在山东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全

省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人大

代表，肩负全省人民重托出席

大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神圣职责。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刘家义、王可、于晓明、

王随莲、王良、齐涛、王云鹏、王

华、孙建功，大会执行主席邱月

潮、殷鲁谦、王鲁明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李干杰、付志方、杨东奇和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

座。

上午9时，刘家义宣布大会

开幕。全体起立，会场响起雄壮

的国歌声。在825名到会代表的

热烈掌声中，李干杰代表省政

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分三个部

分：“十三五”时期及2020年工

作回顾、“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2021年

重点工作。

李干杰说，“十三五”时期，

是山东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

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形势、艰巨

繁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部署要

求，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

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八大发展

战略，推进九大改革攻坚，培育

“十强”优势产业，“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望，在山东发展史上

写下了浓重一笔。五年来，我们

坚定不移推进“三个坚决”，高

质量发展积厚成势；坚定不移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特色优势

更加彰显；坚定不移实施三大

攻坚战，短板弱项加快补齐；

坚定不移建设创新型省份，创

新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重点领域制

度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坚定不

移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坚定不移推进

法治建设，政府治理能力不断

提升。

>>下转2版

奋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隆重开幕
刘家义主持 李干杰作政府工作报告 付志方杨东奇出席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2月

3日，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

工信厅获悉，山东将开展特色

产业集群、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综合评价，符合

条件的特色产业集群、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可于

9月底前提出参评申请。

据了解，综合评价将聚焦

特色产业集群、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建设实

效，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

服务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能力。

评价的对象范围，是经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且在有效

期内的特色产业集群、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评价

指标，包括经济总量及增长、

质量效益、集聚能力、创新和

绿色发展等。其中，经济总量

及增长方面，重点评价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

等指标；创新和绿色发展方

面，重点评价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专精特新、瞪羚、独角

兽”企业、网络营销活跃度、

绿色生态安全发展等指标。

山东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评价指标，包括

承载能力、服务能力、示范能

力等。其中，承载能力方面，

重点评价提供小微企业办公或

生产经营场所和配套服务区面

积、入驻小微企业数量和从业

人员数量、运营时间、专职服

务人员和外部服务机构、是否

管理规范等指标。

山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评价指标，包括基础

建设、平台运营和服务业绩

等。其中，基础建设方面，重

点评价服务场所及设施、制度

建设、集聚服务资源等指标。

全省3大类企业将迎“综合评价”
包括特色产业集群、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面向海内外公开发

布《山东省2021年度博士后招聘简

章》，公开招聘2500名左右优秀青

年博士进入山东省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进行博

士后研究工作。

据了解，此次集中招聘与高校

毕业季衔接，呈现出三个鲜明特

点：一是招聘规模大。涵盖了省内

19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45个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和16市124个县(市、

区)的347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

实践基地)，覆盖广度、招聘人数

均为历年之最。二是凸显政策叠加

优势。将省市县(市、区)各级政府

对博士后优惠政策及招聘单位薪酬

待遇明确出来，充分显示政策叠加

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对青年人才吸

引力度。三是招聘需求与产业结合

紧密。招聘岗位涵盖了大部分“十

强产业”和省内骨干企业，有效提

高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对

青年博士后的集聚能力。(张春晓)

山东发“博士后求贤令”
公开招聘2500人

333···观观观察察察

南山铝业3 . 26亿元
增持“护盘”

555···公公公司司司

招金励福第三次
冲击A股IPO

888···产产产经经经

茅台组合拳控价，
黄牛“有点慌”

●要锚定“七个走在前列”“九个强省突破”目标，突出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全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突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取得突破、塑成优势。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安排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万
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 . 5%左右。

近日，许多超市已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遏制“白色污染”

可降解塑

料行业前景被

生产企业看好。

不容忽视的是，

目前来看，可降

解产品的市场

覆盖面尚未达

到政策要求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3日，沪深

两市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指

数跌0 . 46%报3517 . 31点，深成指跌

0 . 67%，创业板指跌0 . 15%。两市合

计成交9537亿元，较前一日有所放

大，北向资金净流入34 . 23亿元。

从盘面表现看，养殖业、动物

疫苗、景点及旅游、稀土永磁等板

块活跃，计算机应用、消费电子等

板块走弱。个股跌多涨少，其中三

只松鼠跌幅达到12 . 56%。公司此前

发布公告称，其持股5%以上股东

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

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2406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6%。同时，公司上月虽启动了

回购计划，但尚未进行回购。

山西证券建议关注传媒板块反

弹机会，经过较长时间低迷，线上

线下娱乐业务板块或受春节假期

“就地过年”利好，2021年春节档电

影预售迎来开门红，行业整体业

绩预期将有所好转。另外，可适当

关注非银金融板块，前期调整幅度

较大，目前处于前期低点，下行空间

较小。

A股震荡整理
多关注传媒板块

特别关注

Te bie gua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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