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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调查 Investigation

E
Shi shi sou suo

时事搜索

济南将推动更多

“一件事”上网运行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经

济导报记者从22日举行的济南

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济南将推动更多“一件事”

上网运行；探索推进“秒报秒

批一体化”一键办理新模式，

打造“一部手机走泉城”；探索

“区块链+”“量子技术+”“电子

档案+”等各类应用场景的标

准创新，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数

字政府建设标准；深化可信身

份认证和电子印章应用，试点

开展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印章。

据了解，济南将构建全市

统一政务区块链平台，构建空

天信息创新平台，在济南政务

云部署齐鲁卫星地面系统并

开展试点应用。

春节餐饮交易额

同比增长261%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商

务部获悉，2021年春节黄金周

期间，广大餐饮企业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优化丰富菜

品、创新服务方式，保障群众

“就地过年”，餐饮消费迎来

“开门红”。据有关协会和外卖

平台调查，全国87%的餐饮企

业春节期间正常营业，餐饮交

易额同比增长261%。

另外，外卖订单持续火

爆。据餐饮外卖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餐饮外卖交

易额同比增长154%。 (王文博)

预计二季度生猪存栏

可恢复至常年水平

导报讯 2月22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介

绍乡村振兴有关情况。 农业

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预计

今年二季度前后，生猪存栏大

体可以恢复到2017年正常年景

的水平。

唐仁健表示，从去年开

始，采取了多项措施支持恢复

生猪产能，到去年底，生猪存

栏已经恢复到2017年的92%，

超过预期 1 2个百分点。下一

步，随着产能逐步兑现，生猪

产能最紧张的时期可以说已

经过去了。 (亚楠)

证监会拟对14家次审计

和评估机构出具警示函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日

前通报了2020年审计与评估机

构检查处理情况。

根据检查结果，证监会拟

对8家次审计机构及28人次注册

会计师、6家次评估机构及27人次

资产评估师、6名违法买卖股票

的执业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同时对部分涉嫌违法违规的问

题线索移交稽查处理。(吴黎华)

氢燃料电池车
2021年强势开跑

导报讯 经历了2020年的

短暂低谷后，氢燃料电池车

2021年强势开局。据统计，2021

年以来，国内通过公开招标采

购的氢燃料电池车数量已达

690辆，占到2020年全年燃料电

池汽车产量的57 . 55%。

市场需求潜力进一步释

放的同时，运营氢燃料电池公

交车的城市和区域也在不断

增加中。据统计，今年来已有

马鞍山市、乌海市、青岛市、常

熟市和佛山市高明区等地新

增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投

放应用。 (王子霖)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刚刚过去的春节小长假，让

不少就地过年的济南市民，有机

会携老带幼打卡网红目的地———

山影·星工坊儿童文化工厂，但体

验感却是褒贬不一。“培训机构

扎堆，配套餐饮太少。”2月19日

下午，带着二孩在星工坊游玩的

卢晓萱介绍，“之前孩子特别喜

欢的汽车乐园项目已经没有了，

期待‘网红’能变‘长红’。”

经济导报记者调查发现，开

业3年多以来，星工坊主题项目和

休闲业态均出现了调整，因运营

资金不充裕，目前还有两栋闲置

厂房待盘活启用。

实际上，不少文创园区也面

临类似的发展难题。文创专家、

山东世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振华认为，文创园区要想

“长红”，“内生力”一定得加

把劲儿。

文娱盛宴

还不够味儿

星工坊从一落地就自带网

红气质——— 中国重汽技术中心

老厂区借文创孵化之手华丽变

身，星工坊·飞尔姆乐园项目闪

亮登场。

时间回到2015年7月，山东影

视传媒集团与中国重汽合资成立

山东星工坊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同步推出星工坊·飞尔姆乐园。园

区利用重汽技术中心旧厂房、仓

储、大楼改造建设，占地 7 6 . 8

亩，改造后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

米。项目立足影视产业的后产品

开发，将文化旅游与影视文化、

高科技、娱乐体验相结合，以影

视娱乐、教育培训和衍生品为商

业模式，尝试培育一个特色文旅

和先进创意产业园。

卢晓萱清晰记得，2018年12

月，她家大宝读幼儿园大班，星

工坊儿童文化工厂二期开业。当

时，儿童主题影院、芬兰愤怒的

小鸟游乐中心、星工坊汽车乐园

等主题项目和部分休闲业态，给

宝妈和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

验。“一进场能玩三四个小时，

乐此不疲。”卢晓萱说。

如今，愤怒的小鸟还在，人

气却不如之前，汽车乐园项目却

早已不见了踪影。游乐中心一名

工作人员确认，当时汽车乐园项

目由奔驰冠名，是星工坊自营项

目，考虑到运营成本，项目“停

摆了”。

资料显示，2017年12月21日，

星工坊一期开园，当时，园区内

豹纹龙文化产业孵化中心、山影

星工坊·演艺星学院、国际艺术家

驻留中心联合开放。

21日上午，经济导报记者在

星工坊现场探访获悉，早期的这

些项目多已“沉寂”。例如，豹

纹龙文化产业孵化中心还在，但

占了一整层的演艺星学院大门紧

闭，人去楼空；其余楼层有出版

社、多家文化传媒公司及教育培

训机构，出版社还在正常运营，

文化传媒公司不见人影。

国际艺术家驻留中心楼宇，

现为星工坊办公楼，一家在2楼的

绘画沙龙已搬迁至园区中影星美

影城3楼。

汽车4S店落地

支撑运营

行走在星工坊园区内，迎面

吹来的是带着艺术范儿的工业

风，身旁是有历史感的厂房，厂

房内外添了一些有时尚气息的改

装，老厂区改造还在进行中，有

两栋厂房外已围上一圈围挡。采

访中获悉，业态的调整一直没有

止步。

例如，曾经让人充满期待的

韩国美动全息剧场、福莱堡儿童

主题游乐场、美国凯斯国际幼儿

园等业态，已被新项目所取代。

其中，留给韩国美动全息剧场的

空间，已变身为湖南芒果小戏骨

影视演员孵化基地；代替美国凯

斯国际幼儿园的，是一家仁爱玖

悦国际幼儿园。

在园区北侧，三期项目中已

落地了一家广汽本田4S店。山东

星工坊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运营

负责人张丰薪对此确认，由于

资金紧张，一栋厂房改造了一

半，将出租给另外一家汽车 4 S

店。汽车4S店项目在此落地，有

望增补园区营收。“影视+儿童

文化产业的回收期漫长，下一步

将增加餐饮业态的配比。”他介

绍说，原来的福莱堡儿童主题游

乐场，计划变身为餐饮休闲区，

主推餐饮业态。

网红打卡地如何持续运营变

“长红”，让星工坊不得不先直

面一个问题：改造厂房的钱从哪

里来。眼下，星工坊正“爬坡过

坎”找出路。

“1+1”裂变关键：

培植内生力

文化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

重要动力。星工坊“影视+儿童”

产业园，填补了山东文化产业园

区的空白，回看其运营之路，知

情者表示，盈利模式更像是“二

房东”：租赁工业厂区，改装后

招商运营，收取租金，在自身文

创“变现”上，还明显不够，在

这个工业园区载体上，业态配置

还没充分发掘出影视制播分离产

业链的价值。

综观济南文创园区，从1908

鲁丰创意园，到D17文化创意产业

园、山师东路六号创意园，为了

带“流量”，不乏“逛吃逛吃”

的烟火气。影视传媒公司“牵

手”工业企业，一直被文创行业

和市民寄予厚望，其自带流量，

如何持久吸引新客流？

在王振华看来，“文创产业

链条很长，一座园区内的业态配

比，若不能让上下游企业因集聚

而实现互补、因集聚而产生内生

力，就只是‘噱头’，走不长

远。”星工坊要“长红”，就要在

文化创意上实现上下游企业“1+1”

的裂变。

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对国内

的文创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也

改变了行业发展趋势和消费需

求。景区和商家都在关注如何打

动消费者。大数据统计显示，不

少网红景点，尤其是老牌文化场

馆，纷纷嫁接了技术手段，通过

技术创新满足旅客的沉浸式体

验。比如，首都博物馆等以“文

物的时空漫游”为主题的数字体

验展，就新增了大量游客，开展

当月，接待人数突破了5万人。

对此，王振华建议，在顶层

设计上，山影和重汽应从如何在

资产和资源融合下实现共生共创

共赢出发。比如，山东影视传媒

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节目制作、频

道播出的资源优势，工业厂区可

以将有厚重感的工业故事孵化出

新IP，双方发挥资源相融、上下

游环环相扣的长效性，在“聚”

中迸发出文化产业的生命力，围

绕热门IP孵化、文化产业人才养

成、文化衍生品价值“变现”等

发力。

“为满足游客求新求异心

理，不少文创园区靠颜值成‘网

红’，但要‘长红’，‘内生

力’一定得加把

劲儿。”他说。

文创园区可持续发展亟待提升“内生力”

“网红”变“长红”，星工坊还得加把劲

文创产业上

下游企业应围绕

热门IP孵化、文化

产业人才养成、

文化衍生品价值

“变现”等发力，

培植“内生力”

继离岛免税之后，市内免税正

站上消费投资风口。近期天津、成

都、武汉等地纷纷宣布即将开设市

内免税店。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政策支持加

码和国内消费升级潜力释放，市内免

税消费将迎来快速发展期，未来还会

有更多城市加入开设市内免税店的

行列。

在中央明确要完善市内免税店政

策、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的

背景下，今年以来，已有多个城市官

宣将争取年内开设市内免税店。其中

天津和成都提到，已积极对接中免集

团，目前项目提升改造方案已经完成

或正在进行，后续待国家市内免税店

专项政策正式批准后，将全力争取

2021年内落地市内免税店项目。

此外，重庆市中服免税之长嘉汇

购物公园店于今年2月正式营业，这

也是目前西南地区唯一一家市内免

税店。

“预计今年国家将在内陆部分具

有区域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开

设免税店服务。”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李苑)

抢抓消费新风口

市内免税店建设风生水起

<<上接1版

2 0日，作为民族品牌

“一丝浓(Yesnow)”的创始

者，并为梅西百货、UGG

等世界知名品牌和商场供

货的烟台众联实业有限公

司，其财务经理李常良接

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目前企业外贸订单情

况比较稳定，车间生产订

单已经安排到6月底，总体

来看2021年上半年情况比较

理想。

从2020年国内疫情期间

的停工停产到如今外贸家纺

出口生产的利好，李常良感

慨外贸“大火”并非“虚

火”。“疫情影响到周边国

家，订单回流到国内，很多

老客户把原来放到印度和巴

基斯坦的订单转到国内生

产。”

经济导报记者在走访

中了解到，山东省内不少

外贸企业都处于满负荷运

转状态，销售额甚至超出

同期30%。

“我们年初六就已经开

工了，目前公司3个车间600

名员工两班倒加紧生产，机

器全部满负荷运转。在老客

户发来订单的基础上，我们

还通过开发新产品，订单量

一度爆单，销售额甚至超出

去年同期30%。”青岛圣雅

迪尼外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长斌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说，其所在工厂出

口产品主要为国外圣诞节等

节庆产品。针对海外“宅

家”需求，他们又开发出了

系列家居用品，生产的瑜伽

垫也成为海外电商平台的

“网红”款，更通过国外直

播平台和网红达人带货平台

打开了新市场。

跨境电商
“买卖”全球

由山东云麓科技有限公

司着手打造的跨境电商小镇

项目成为山东省内跨境电商

行业的“网红”级项目。在

春节前夕，跨境电商小镇中

的孵化器已经落户了10余家

外贸企业。

“疫情催生了跨境电商

业务的发展，境外购物习

惯也转移到线上，我们借

此抓住了先机。通过多年

的 运 营 ， 整 合 了 物 流 、

海 外 仓 及 海 外 末 端 配 送

等 环 节 ， 解 决 了 山 东 跨

境 电 商 发 展 的 痛 点 。 ”

山东云麓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欣在接受经济导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

外贸多基于线下，且相对

分散，产业化、体系性明

显处于劣势。通过打造跨

境电商小镇对外贸易新模

式，可缓解当前外贸企业

的压力，增加外贸企业的

订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满足和刺激消费需求，推

动消费复苏。

“济南是刚开放的试点

城市，与其他外贸重点试点

城市相比起步有点晚，我们

希望通过搭建跨境平台，把

优质的资源和运营优势带到

山东，服务相关产业链。”

徐欣介绍，2020年公司已经

把跨境贸易产业链全链环节

打通了，下一步的重点就是

培养人才，孵化更多的适合

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加入山东

跨 境 电 商 的 产 业 发 展 中

来。”徐欣分析，2020年山

东增开加密国际货运航线52

条，“齐鲁号”欧亚班列

开行1506列，增长43%。山

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

3 6 6 . 2%，刷新纪录。国内

跨境电商的潜力还没被完

全释放，预计到2035年35%

的外贸额有望通过跨境电商

来完成。

徐欣介绍，跨境电商已

成为山东省创新创业的新高

地，未来对人才的需求量也

会越来越大。针对目前山东

省 内 的 跨 境 人 才 的 “ 短

板”，孵化器的首要任务就

是培训。“我们邀请的讲师

都有过成功运营营业额过亿

元的跨境电商店铺的经验，

能直接让企业将理论和实操

相结合，迅速解决外贸企业

面临的瓶颈问题。”

跨境电商“孵出”创客来

在山影·星工坊内，来此游玩的孩子并不多 初磊 摄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经济导报

记者从22日举行的山东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山东将在山东半岛工业

互联网示范区开展“一院、一公司、

一平台、一中心、多园区”等重大项

目建设，加快5G、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确定性网络部署，建设30个以上

工业互联网产业园区。

据介绍，山东目前专线接入的企

业超过7万家，4G基站达32万个，5G基

站开通超5 . 1万个，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达到9个。“云服务券”发放补贴超过

1 . 4亿元，带动上云用云企业22 . 6万家，

培育人工智能+、5G试点示范项目603

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70多个。

“十四五”时期，山东将重点开

展基础设施升级、平台赋能提升、关

键技术突破等9大专项行动，提升制

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

平。在全省建立数字专员制度，利用

5年时间培育1万名数字专员，对接服

务100万家，直接服务10万家中小企

业，深入挖掘数字化转型需求，推动

与数字化服务商精准对接，提供专业

化“顾问+雇员”式服务。

完善“云服务券”制度，推动工

业设备上云上平台。加快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全面布局，推动“星火·链

网”超级节点落户济南。支持海尔卡

奥斯、浪潮云洲国家级平台做大做

强，推动100家以上省级平台持续提

升服务能力。

山东要建30个以上
工业互联网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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