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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价格有暖意
成交未回暖

导报讯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8月5日消息，近日，市场监管

总局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赴山西、

内蒙古、陕西开展调查，进一步加

强电煤价格监管，明确法律红线，

规范电煤价格秩序。

此次调查工作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突出重点问题，针对前期摸排

的涉嫌哄抬价格、价格串通等问题

线索开展重点调查。二是突出重点

环节，牢牢抓住煤炭生产企业“坑

口价”这个关键。三是突出重点区

域，重点对三个电煤主产区的煤炭

企业开展调查。通过调查，初步认

定18家煤炭企业涉嫌哄抬煤炭价

格，3家交易中心涉嫌不执行政府

定价。

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照能源保供

稳价工作要求，持续加强煤炭价格

监管，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

力震慑，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

运行。指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煤炭价格专项调查，更好地发挥监

管执法的社会效应，全力以赴做好

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更好

服务宏观经济大局。 （商证）

●我国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试

验航天器 8月5日，我国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的

试验航天器，这是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第18次执行发射任务。

●多家航司今起下调国内航线

燃油附加费 来自多家国内航空公

司的消息，8月5日开始，调整国内

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

准。这是自今年2月恢复征收燃油

附加费以来，机票燃油附加费首次

下调。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21 . 6% 记者8月4日从商

务部获悉，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

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

28910 . 9亿元，同比增长21 . 6%。其

中，服务出口14059 . 5亿元，同比

增长24 . 6%；进口14851 . 4亿元，同

比增长18 . 9%。服务出口增幅大于

进口5 . 7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

逆差下降34 . 3%至791 . 9亿元。

●2025年末国家水利风景区将

超过1000家 记者8月4日从水利部

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

建100家以上国家水利风景区，到

2025年末我国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将

超过1000家。截至今年1月公布第

19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全国已

建成国家水利风景区902家，涵盖

31个省份。

●德国6月工业新订单连续第

五个月环比减少 德国联邦统计

局8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欧

元区以外新订单减少影响，经季

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6月德国

工业新订单环比减少0 . 4%，连续

第五个月环比下降。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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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8月5

日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发布会，介绍落实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相关情况。“总的来

看，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成为稳

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对全省经

济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袁培全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

截至7月20日，山东合计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2245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

是今年以来已有1516 . 8亿元增值

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

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 2 . 7

倍。二是新增减税降费323 . 9亿

元。其中，新增减税 2 6 8 . 9亿

元，新增降费54 . 9亿元。三是今

年以来累计办理缓税缓费404 . 3

亿元，其中，继续实施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缓缴政策，办理缓缴税

费393 . 5亿元；4月至6月为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和中小微

企业办理缓缴社保费10 . 8亿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增值

税留抵退税是今年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的重头戏，今年全国新增

退税约1 . 64万亿元，山东省约

1000亿元以上，规模之大前所未

有。4月1日至7月20日，全省已

为13万多户企业办理留抵退税

1385 . 6亿元。从退税企业规模

看，小微企业是最大的受益主

体。在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

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超过90%，共

计退税579 . 8亿元。

“今年以来，山东在全力推

动国家政策落实的同时，还出台

了多项地方减负措施。一揽子税

费政策精准发力、协同发力，众

多市场主体受益明显。”袁培全

表示，小微企业政策受益最广，

今年以来已为小微企业退税、减

税、缓税、降费超千亿元，对稳

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发挥了积

极作用。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减负

明显。在退税方面，聚焦制造业

等重点行业提质增效，加大留抵

退税力度，4月以来，制造业退

税379 . 75亿元，居各行业退税之

最，有力缓解了制造业企业资金

压力。同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有力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

超2245亿减税降费等“落袋”鲁企
小微企业受益最广，制造业减负明显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7月底，证监会批复同意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科捷智能”)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这意味

着，科捷智能很快将登陆科创

板。科捷智能将是继高测股

份、云路股份、海泰新光、海尔

生物和青达环保后，青岛市迎

来的第六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截至目前，青岛辖区境内上

市公司总数达60家，居省内第

一位、北方城市第三位。而在

科创板这一“分赛场”，青岛和

济南正“双核”突进。目前，山

东省19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共分

布在7个城市，其中，济南市与

青岛市的科创板企业数量位

居前列，分别为6家和5家，占山

东 科 创 板 上 市 公 司 总 数 的

57 . 89%。随着科捷智能未来上

市成功，青岛的科创板企业数

量将与济南“平起平坐”。

值得注意的是，青岛今年

以来过会的5家企业，都是“专

精特新”企业的代表。青岛市

金融部门有关人士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青岛力争到2025年，

新培育推动5家以上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上市，确保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走在全国前

列，力争成为排头兵。

智能制造行业
前景广阔

科捷智能位于青岛高新

区，是一家专注于提供智慧物

流、智能制造高效系统解决方

案，且自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

专业集成商。公司主要为客户

提供智能物流领域的智能输送

系统和智能分拣系统，智能制

造领域的智能仓储系统和智能

工厂系统，配套信息化系统及

核心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和服务。

据上交所官网的信息，科

捷智能IPO申报材料于2021年6

月30日获受理，2021年11月19

日过会。

招股书显示，本次上市，科

捷智能拟发行不超过4521 . 23

万股，计划募集4 . 48亿元，用

于“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

产品扩产建设”“智慧物流和

智能制造系统营销及售后服务

网络建设”“研发中心建设”

三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019年-2021年，科捷智

能实现营收分别为4 . 62亿元、

8 . 80亿元、12 . 77亿元，实现净

利润分别为 1 2 7 2 . 8 2万元、

6146 . 39万元、8649 . 30万元。

从股权结构看，顺丰投资

除了直接持有科捷智能14 . 85%

股份外，还通过金丰博润(厦

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股，是其第二大股

东；日日顺是科捷智能第四大

股东，直接持股约8 . 51%，还

通过汇智翔顺股权投资基金

(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间接持股。

“根据Intelligence的统计，

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物流行业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129 . 83亿

美元。智能制造方面，在我国人

口红利逐步消失、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等

因素影响下，行业智能化发展

不断演进，智能制造行业未来

发展前景广阔。”南方一家券

商的基金经理董晏对经济导报

记者分析说，诸如科捷智能等

具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企业，

其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保质足量的
上市资源做保障

上市公司数量可谓区域经

济发展的晴雨表，科创板上市

公司数量更能直观地反映当地

的科创实力。在科创板这一

“分赛场”，青岛和济南正在

“双核”突进。从青岛已上市

的5家科创板企业看，无论其

科技“硬核”实力，还是盈利

能力，都可圈可点。

“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给公

司发展壮大带来了极大的助

力。”对于科创板带来的收获，

高测股份有关人士坦言，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后，融资渠道进

一步拓展，企业的信誉及资信

能力进一步提升。2021年，高测

股份经营业绩持续增长，营业

收入翻倍，净资产收益率同比

增加5 . 08个百分点；净利润同

比上涨193 . 38%，涨幅排在19家

科创板鲁企首位。>>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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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将迎第六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上市后备军团”爆发力瞩目

青岛资本版图的科创范儿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查处哄抬煤炭价格

七夕“浪漫经济”
引爆经济圈

E 鲁股日报

导报讯(记者 时超)8月5日，

A股高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指

数涨1 . 19%报3227 . 03点，深证成

指涨1 . 69%报12269 . 21点，创业板

指涨1 . 62%报2683 . 6点。两市合计

成交9954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

29 . 34亿元。

山东板块近180只个股上涨，

占比约7成。其中，睿创微纳封至

20%的涨停，荣昌生物涨12 . 70%，

天岳先进涨10 . 05%，海利尔、海联

金汇、金麒麟封至10%的涨停。睿

创微纳8月4日晚披露了半年报，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0 . 87亿元，同

比增长24 . 89%；实现归母净利润

1 . 12亿元，同比减少58 . 28%，出现

下降。不过，公司二季度实现归母

净利润0 . 98亿元，环比增长587%。

国元证券指出，公司业绩短期承压

但环比显著改善，有望逐渐步入收

获期。

A股高开高走
约7成鲁股上涨

在科创板这一“分赛场”，青岛和济

南正在“双核”突进。从青岛已上市的5

家科创板企业看，无论其科技“硬核”实

力，还是盈利能力，都可圈可点

布局风口，让氢能产业“氢”装上阵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报道详见3版）

◆导报记者 戚晨

近期，山东、北京、广东

等地相继发布氢能产业支持政

策，涉及燃料电池汽车推广、

加氢站建设、产业链打造等多

个领域。

行业发展初期离不开政策

支持。在氢能产业赛道上，随

着各地政府的补贴政策不断加

码，氢能产业的区域竞争已经

进入政策创新推动产业生态高

速聚集的时期。山东如何在这

样的机遇下抢占产业制高点？

首先要筑牢氢能发展的基

础底座，加大氢能基础建设扶

持力度。目前，山东省累计建设

加氢站25座，数量居全国第二，

日供氢能力2万千克。在政策有

力指引下，1200余家企业集聚

氢能产业链，形成错位发展、优

势互补的氢能产业集群。从产

业初期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出

发，千方百计援企、惠企、助企，

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围绕

氢制取、储运、加注、应用，打通

全产业链，鼓励多方深度、积极

参与，并在商用车、船舶、港口

机械等领域量化推广氢能。

其次打造氢能商业化应用

场景。低成本、大规模商业化

运营才能让氢能走进千家万

户。对标国外氢能巨头，蒂森

克虏伯准备在2025年把高炉改

造成用氢还原铁炼钢技术，而

整个项目改造需要投资80亿欧

元。从这个角度看，蒂森克虏

伯既是氢能的制造方也是氢能

的需求方，贯穿于整个氢能发

展产业链。这种双重角色让蒂

森克虏伯现在成为全球唯一一

家能够做到规模化、模块化、

商业化电解水制氢技术的供应

方。潍柴是山东省氢燃料电池

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公司执行

总裁陈文淼此前公开表示，当

前产品推广中，关键是找到真

正让氢燃料电池在客户那里具

有竞争力的场景加以推广。

山东是工业大省和能耗大

省，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

换、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

阶段。山东应积极出台相关政

策，让政策精准“落袋”助力

行业发展，把加快氢产业发展

作为超前布局先导产业、抢占

新能源技术制高点的重要领

域，力争把氢产业发展作为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和

优化能源结构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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