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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记者 初磊 ) 1 0月13

日，经济导报记者从公安部网站

获悉，自今年10月20日起，在全国

第一批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

电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太

原、沈阳、淄博等110个城市第二

批推广应用。第二批110个推广应

用城市将自10月20日至26日错峰上

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能。此前，驾

驶证电子化在北京、上海、广州、济

南、青岛等28个城市启用，已有1600

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证。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电

子驾照第二批推广应用城市名单

中，山东淄博、枣庄、东营、烟

台等14市入选。在上线时间安排

上，14市错峰启用。其中，淄博、

枣庄、东营、烟台、潍坊5市启用

时间为10月20日；济宁、泰安、威

海、日照、滨州5市启用时间为10

月23日；德州、聊城、临沂、菏泽

4市启用时间为10月26日。

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市启用时

间安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申领电子驾驶证。

●增长22 . 7%，我国前三季度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 . 33万亿元

海关总署10月13日发布数据，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8 . 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 . 7%。

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3 . 65万亿

元，增长28 . 5%，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48 . 2%。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持

续优化、稳中向好。

●国家卫健委：12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22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 国家卫健委10月13日通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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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广西8例，云南5例，上

海2例，广东2例，北京1例，天津1

例，浙江1例，福建1例，山东1

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在浙江)。

●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期至5 .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1 0月1 2日发布的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经济有望持续复苏但势头趋

缓，预计全年增长率为5 . 9%，较7

月份预测值下调0 . 1个百分点。

●缅甸央行宣布境内可合法兑

换人民币 缅甸中央银行10月12日

发布通告宣布，即日起允许该国境

内持外币结算牌照、兑换牌照的银

行和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兑换人民

币。通告说，缅甸境内持外币结算

牌照的银行、持外币兑换牌照的银

行和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即日起可

兑换人民币。

●文莱正式批准RCEP 文莱

政府10月12日宣布，该国已正式批

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相关文件已向东盟秘书

长交存。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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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引领体育产业大

发展等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山东高速等7鲁股
股息率超5%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王伟)10月13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山东省落实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推动标准化创新

发展的政策措施。经济导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山东今年遴选出了

442个标准化重点项目，包括15

项战略性重点攻坚项目和51项国

际、国家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等。

这些项目主要布局在绿色技术、

工业互联网、氢能及燃料电池、

海洋传感等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

的标准化突破上。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为更好发挥标准对规划制定

和实施的技术支撑作用，山东省

首发标准化大数据发展指导意

见，创新提出，标准化大数据是各

级各类标准制定、实施、监督、服

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集合，是

各行业领域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

源。明确到2025年，全省标准化数

据生产和采集渠道有效打通，标

准化“数据湖”和标准化大数据公

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山东标准

化大数据地图绘制完成，智能化

标准化领航服务产品普及应用，

标准化数字底座全面夯实，为数

字强省建设形成坚强支撑。

山东持续放大标准化重点项

目示范效应。突出科技创新、减

排降碳、产业升级、消费引领、

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应急处置

和安全保障等重点领域，抓好示

范项目建设。“今年我们又遴选

出了442个重点项目，包括15项

战略性重点攻坚项目和51项国

际、国家标准制定计划项目

等。”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

级巡视员郭大雷说。比如，发电

输电和配电系统机器人IEC国际

标准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推动全

省主导建设第一个IEC领域国际

标准组织，在更大范围、更高层

次贡献、分享中国技术经验，形

成国际标准，实现技术优势向规

则优势和市场优势的转变。

标准化战略性重点项目是今

年山东标准建设的新项目形式，

通过项目建设，山东省将加快推

动新兴业态、基础研究与产业发

展融合、关键共性技术突破、

“卡脖子”技术研发、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

形成标准先发优势和先导效应。

标准化创新发展瞄准绿色技术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山东今年新增标准化重点项目442个

山东打造
体育消费新场景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日前，北京华成智云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华成智云，

836464)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据悉，山东省财金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财金资

本”)、智慧齐鲁(山东)大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智慧齐

鲁”)拟通过认购该部分股份

以及接受委托表决权的方式，

使得财金资本成为华成智云的

控股股东。

由此，华成智云将引入国

有控股股东，而公司实控人亦

将变成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山东财金集团”)。

财金资本成为
新控股股东

对 于 华 成 智 云 本 次 发

行，财金资本和智慧齐鲁拟

合计认购2800万股，认购总金

额9800万元。

本次发行前，娄健直接持

有华成智云22 . 14%的股份，赵顺

直接持有15 . 66%，两人还通过华

成信间接持有15 . 07%。娄健、赵

顺、华成信为一致行动人，娄健

和赵顺直接和间接控制华成智

云52 . 87%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娄健、

赵顺、华成信一致行动关系解

除，但赵顺和华成信仍具有法

定一致行动关系。娄健将其持

有的华成智云576万股股份的

表决权委托给财金资本，智慧

齐鲁将其本次发行认购的华成

智云285 . 71万股股份的表决权

委托给财金资本。财金资本直

接持有华成智云26 . 19%的股

份，并通过接受娄健、智慧齐

鲁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控制

华成智云35 . 17%的表决权，从

而成为华成智云的第一大股

东、控股股东。而财金资本和

智慧齐鲁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山东财金集团，也就成为

华成智云的实际控制人。

工商信息显示，财金资本

设立于2016年8月，注册地位

于济南市二环东路，注册资本

2 . 10亿元。智慧齐鲁设立于2020

年4月，注册地位于济南市旅游

路，注册资本2亿元。而山东财

金集团是由山东省财政厅根据

省政府授权，直接履行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省属骨干

金融企业、功能型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该集团设立于

1992年4月，注册资本30亿元。

据悉，华成智云专注于视

频信息行业发展，业务主要为

软件开发及销售、运营维护服

务等。近年来，公司营收及盈

利能力较为稳健。财务数据显

示，2019年度、2020年度、

2021年1-6月，华成智云实现

营业收入分别为1 . 1 8亿元、

1 . 42亿元和5601 . 91万元，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 1 8 . 7 5 % 、

20 . 94%和56 . 98%。

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华成智云曾是一家“精选

层概念股”，公司此前曾申报

精选层，并于2020年12月28日

获全国股转公司受理。在精选

层审查期间，公司于今年4月23

日收到了第一轮问询函，后因财

务报告到期补充审计事项，公司

自2021年6月30日中止审查。

中止审查期间，公司在披

露2021年半年报的同时，又于

2021年8月17日向全国股转公

司提交了终止精选层挂牌审查

的相关申请。对于终止申报精

选层的缘由，公司表示是“基

于公司目前现状和未来战略规

划的考虑，并对资本市场路径

重新研判规划”。9月1日，公

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下发的

《关于终止华成智云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审查的决定》(股转

系统函[2021]3022号)。

华成智云在撤回精选层

申请后，后续在对接资本市

场方面有何战略规划？财金

资本成为华成智云的控股股

东后，将有何新举措？10月12

日，经济导报记者拨打华成

智云上述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

露的公司董秘室的电话，接听

电话的吕姓人士表示，公司在

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规划，后续

以公司对外公告为准；另外，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事宜，当前

仍在推进中，目前尚无对外披

露的信息。 >>下转4版

近期类似山东高速这样“高分红”预期的概念股，

表现颇为稳健，显示出场内资金对该概念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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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新三板京股定向发行 两鲁企欲将其尽收囊中

山东财金拟“入主”华成智云 第二批电子驾照

推广应用城市名单公布

山东14市入选

“服务+体验”:
线下购物重现魅力

在线下，用户可以先体验再购物，避免了繁琐的退

换货流程，这也是线下购物的魅力所在

E 鲁股日报

导报讯 (记者 时超 ) 1 0月13

日，沪深两市下探后逐步回升，截

至收盘，上证综指涨0 . 42%报3561 . 76

点，深证成指涨1 . 54%报14353 . 08点，

创业板指涨2 . 29%报3210 . 16点；两市

合计成交8897亿元。

山东板块方面，个股涨跌各

半，120余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中

漱玉平民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涨停，

日内涨幅达到20%，高测股份、三

维化学、恒天海龙、联泓新科日内

上涨10%。

鲁股化工板块表现不俗，主要

原因或来自于三季报业绩继续大增

的利好。如恒天海龙预计2021年前

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5700万元

– 5 8 0 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54%-1278%。其中，公司子公司

山东海龙博莱特所处帘帆布行业市

场供不应求，博莱特经营呈现产销

两旺的局面。

两市下探回升
120余只鲁股上涨

首届山东省“十强”产业人才供需对接会发布3500余个职位

人才“引擎”激活全省“十强”产业

记者10月12日从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至9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824 . 3万辆和

1862 . 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 . 5%

和8 . 7%。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216 . 6万辆和215 . 7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1 . 8倍和1 . 9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和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延续了稳步增

长势头。图为智己汽车展出的一款

低碳环保新能源车。(据新华社)

新能源汽车
产销稳步增长

对于华成智云本次定向发行，财金资本

和智慧齐鲁拟合计认购2800万股，认购总金

额9800万元

导报讯(记者 时超 通讯员

范洪艳)10月12日，由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山东省

“十强”产业协会共同举办的首

届山东省“十强”产业人才供需

对接会在济南开幕。

大会发布了《供需手册》，

收集了千余家企业在研发、生

产、经营、管理等方面3500余个

职位，还编印了部分优质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的推介清单，涵

盖了254个特色服务产品和300

个成功合作案例，布设人力资

源服务产品成果展位，提供对

接洽谈专区，推动供需有效

对接，促进人才与产业、人

才与企业精准匹配，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

源问题。

“十强”产业是山东省委省

政府精准谋划确定的新旧动能

转换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代表

了山东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

向，三年来，山东省“十强”

产业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稳定在50%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比提高到44 . 5%，已

经成为全省新动能的主要载体

和主导力量。

亮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

开人才的强力支撑，更离不开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加速助推。

作为搭建“十强”产业与人力资

源服务业对接的平台，在首届

山东省“十强”产业人才供需对

接会上，成功促成“十强”产业

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在大会现场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苏红星介绍，装备

制造业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产

业，规上企业将近9000家，总

产值超过2万亿元，从近几年

的数据统计看，人才需求一直

排在前三位，人才需求量巨大，

面临着“到哪里找人才、怎么去

招人才，如何留住人才”的问

题。“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可以了

解国家和省里在人才方面的一

些政策，同时也为我们的企业

提供了一个学习人力资源管理

以及对接人才招聘的平台。”

据悉，截至去年底，全省共

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615

家，从业人员9 . 6万人，年营业

收入987亿元，行业规模迈向千

亿元大关，形成了多业态、多层

次、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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