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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关键词“注解”
济青经济嬗变

导报讯(记者 时超)6月22日，

市场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跌1 . 2%报3267 . 2点，深证成

指跌1 . 43%报12246 . 55点，创业板指

跌0 . 58%报2677 . 29点。两市合计成

交9965亿元，北向资金净卖出68 . 2

亿元。

山东板块，个股虽跌多涨少，

但仍有多家公司股价封至涨停。其

中，迈赫股份涨20%，丰元股份、

索通发展涨10%。值得关注的是，

*ST山航B日内涨停，这已是公司

连续第九个交易日涨停，主要原因

是其控股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或将被中国国航控股，从而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另外，歌尔股份日内封至跌

停，投资者交流平台有人问及公司

VR被大幅砍单传闻是否为真。对

此，公司回复称，其生产经营和订

单情况正常，未出现需要披露的重

大变化。

对于近日市场走势，国盛证券

指出，两市指数持续反弹近2个

月，多头结构明显，且仍未出现比

较明显的调整信号，上方虽有120

日均线压力，但不排除指数有继续

向上突破再创新高的预期。

●2021年中央财政收入超9万

亿元 财政部部长刘昆6月21日表

示，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470 . 41亿元，为预算的102 . 3%，比

2020年增长10 . 5%。加上从中央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

入1935亿元，收入总量为93405 . 41

亿元。

●第五届进博会已签约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60家 记者

从6月21日举行的第五届进博会筹

备通报会暨签约仪式上获悉，第五

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企业展签约面积占规划面积比例达

76%，已签约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达到260家。

●2022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

职登记小程序开通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6月21日宣布开通2022届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

入口，搭建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对

接平台。求职登记小程序在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公共招聘

网、就业在线、电子社保卡均设有

登记入口，同时支持通过微信、支

付宝等App扫描二维码进行登记。

●2022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水

头进入山东 记者从山东黄河河务

局了解到，6月21日8时，小浪底水

库下泄流量3490立方米每秒，山东

省黄河高村水文站流量2240立方米

每秒，高村至孙口河段水位已开始

起涨，标志着2022年黄河汛前调水

调沙水头进入山东省。

●拉加德：欧元区经济面临更

大不确定性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日前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活动受

到能源成本高企、贸易条件恶化以

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到高通胀影响

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面临更大不

确定性。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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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戚晨)6月22日，

山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济南召

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

院笪良龙、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张贵民获得2021年度山东

省科学技术最高奖，45项成果获自

然科学奖，11项成果获技术发明

奖，2 4 3项成果获科学技术进步

奖，艾米莉亚·卡米莉娅、拉杰

夫·库玛·瓦什尼2名外国专家获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综观奖励名单，2021年度山东

省科技奖励聚焦“四个面向”，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多

点开花”，多项成果达到国内外

领先水平，彰显山东科技创新硬

实力。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源头创

新能力稳步提升。2021年共评选出

45项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为近年

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充分展现了

山东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中取得的一批高水平科研成

果，基础研究逐渐成为引领山东

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2021年度全

省唯一一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由

量子信息领域的研究成果摘得，

山东大学仝殿民团队原创性提出

了基于快速和乐的抗噪声量子操

作理论，引领了国际上该研究方

向的发展，为噪声环境下的量子

信息处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面向经济主战场，高质量发

展动能有力增强。2021年度省科技

奖获奖成果中，与“十强”产业

密切相关的共计231项，占比达到

76%。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与智能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等新兴产业领域一等奖项目数量

达到2 4项，占一等奖项目6成以

上，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企业成为科技创新舞台“主

角”，正逐步成为山东省科技奖

励特色。2021年度省科学技术奖

提出“支持企业牵头取得的重大

科技成果”，企业牵头或参与的

获奖项目达187个，占发明奖和进

步奖比重达到73 . 6%。514家获奖单

位中，企业达到了335家，占比超

过65%。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部分关

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例如，青

岛航空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完成的“轻

型航空动力极端复杂环境试验技

术及应用”成果，突破了高效低

雷诺数高空试验的关键核心技

术，推动了航空发动机热物理重

大科学装置的落地。

此外，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成果竞

相涌现。一批高科技产品直接作

用于疫情防控一线，为新冠疫情

防控提供了“硬核”支撑，科技

抗疫成果体现山东担当。

2021年度山东省科技奖励颁发 全省创新成果“多点开花”

514家获奖单位中，企业占比超65%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月缴500元，缴费期满

20年后，从60岁起每月领到手

1000多元。”日前，不惑之年

的济南快递员张海强就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投保事宜向经济导

报记者咨询，在感到养老有保

障的同时也有所疑惑，投保是

否可靠？

事实上，我国专属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落地至今一年多，

扩至全国范围的试点工作已3

个多月。这项关乎养老保险的

第三支柱推进情况如何？日

前，经济导报记者在对投保

人、保险机构的走访调查中了

解到，像张海强一样对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存在疑问的意向投

保人并不在少数，同时他们也

是这项试点工作主要覆盖的目

标客群。

缴纳灵活，
收益兜底且浮动

“我今年40岁了，现在每

月挣的是不少，但不固定。

将来干不动了咋整？”张海

强是济南一家小物流公司的

快递员，近几年在这个行业频

繁跳槽，其中目的之一就是想

有一份像样的养老金，但一直

未能如愿。

张海强向经济导报记者展

示了他打算购买的一款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产品。按照他选择

的进取型账户每月投入 5 0 0

元，投保至60(周)岁计算，根

据上年结算利率5 . 3%，60岁

后，张海强每月可领1249 . 80

元，领至终身。

“听说专属商业养老保

险，适合咱们这些职业，靠不

靠谱？”张海强盘算着，目前

每月收入在几千元到近万元不

等，每月除去一家的基本生活

开销，还要负担孩子学费，

能够投保的资金有限。“20

年的缴费期限不算短，现在

每月拿出500元，等20年后，

领到的1000多也不知道是个什

么水平，总体不算高。”张海

强担心的是，现在投入的这点

钱能否支撑老年基本生活？

经济导报记者与张海强一

起咨询了上述产品所在保险公

司。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答

复，“按这位投保人的投保

计划，共投入14 . 2万元，预

估累计可领2 . 6 4倍保费。当

然，这是按上年结算利率来

预估的，具体还要看实际结算

利率水平。”

“虽然在收益上，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并不具备压倒性优

势，但胜在灵活度高这一亮点

上。”保险经纪人刘涛接受经

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与传

统年金保险不同的是，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起付点低(月投100

元起)，可以随时追加保费，

对于收入不稳定的职业人群比

较友好，从18岁到

80岁皆可投保。若

着急用钱，选择在

积累期退保，原则上是退保现

价不高于累计已缴保费，会损

失一定比例的所缴保费，相应

收益也会打折。

“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

好，选择稳健账户或者进取账

户。稳健账户保底收益较高，

一般是2%-3%，但预期收益会

低一点。进取账户保底收益在

0 . 5%-1%，但预期收益相对较

高，从上年度结算情况看会达

到4 . 5%-6%。”刘涛解释，“无论

选择哪个账户，利率有兜底，也

有浮动部分。上年结算利率表

现不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

年的市场形势要好一些。”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从

第一批6家试点保险公司公布

的2021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结

算利率看，最高的进取账户

结算利率达到6 . 1%，最低的稳

健账户结算利率也有4%。需

要注意的是，结算利率不代

表预期收益水平。业内人士提

醒，最终领到手的能有多少，

还要看保险公司的实际投资

能力。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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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股日报

专属商业养老险在鲁落地
山东辖区参保人数近5000人，累计保费收入1 . 14亿 山东板块存机会

迈赫股份等涨停

济南新天地
鲜花港“出圈”

虽然在收益上，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但胜在灵活度高

这一亮点上

◆导报记者 戚晨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

家强。6月22日，山东省科技创新

大会在济南召开。会上宣读了《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度山东省

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共授予

303个项目(人选)省科学技术奖励。

山东科技创新能级再提高，如何为

山东经济赋能？

第一，赋能产业动力。科创

研究是产业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

动力。近年来，山东瞄准科技前

沿，聚焦关键领域，在增强创新

策源能力上练内功。2021年共评

选出45项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

为近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基础

研究逐渐成为引领山东科技创新

的重要抓手。

技术是买不来的，山东科技创

新要自立自强，让山东省的“十

强”产业真正强起来，让齐鲁人民

得到更多实惠，依靠科技创新全面

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第二，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舞

台的“主角”。企业是科技创新的

市场主体，高技术企业则是创新

驱动的主力军。2021年度省科学

技术奖提出“支持企业牵头取得

的重大科技成果”，企业牵头或参

与的获奖项目达187个，占发明奖

和进步奖比重达到73 . 6%。企业参

与科技创新氛围良好，产学研协同

创新成效明显，有力支撑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

第三，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了

产业深度融合，引领经济蓬勃发

展。山东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不

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山东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

年，要着力抓好十二个方面重点工

作，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加快推动科

技自立自强。要坚持“四个面

向”，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争当国

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在

本次获奖名单中，我们欣喜地看

到，一些企业在科技上刻苦钻研，

努力攀登科技高峰，在自立自强上

树立了榜样。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为科技工作者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山东省

正处在由转型发展向创新发展加速

迈进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科创产

业引领，让产业深度融合。在关键

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努力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

跑换位，逐步实现由“山东制造”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世

界创造”的转变。

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角”

骑行经济“带火”
运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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