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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2021年，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0160亿元、利润总额1017亿元，资产总额

达到41797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3倍、4 . 3

倍和3 . 6倍，上述三项指标分别居全国省级

监管企业第3、3、4位，不包括直辖市，均

列首位。”9月23日，在山东省委宣传部举

行的“山东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第二场上，对山东全力推动国有经济提质

增效的成效，省国资委副主任、新闻发言

人尹刚如是介绍。

这十年，山东国资国企综合实力大幅

跃升，走出了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国企改

革之路。

10年净增上市公司27户
5户市值过500亿

资本市场是规范、透明、开放的市场，国

有企业上市不仅可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

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在外部监督上，还可

以实现国资委、证监会、交易所、中小股东、

中介机构、媒体的监督合力。山东省属企业

通过首发上市、资产注入、重组整合等推进

资产证券化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省属控股上市公司达49户，

发行股票56只，十年净增上市公司27户，

上市公司户数增长122 . 73%，上市公司资产

总额占省属企业的53 . 43%。十年来，实现

首发上市融资214 . 13亿元，上市公司再融

资626 . 37亿元，省属企业向上市公司注入

资产731 . 70亿元，上市公司并购集团外资

产1015 . 10亿元。”省国资委资本运营与收

益管理处处长肖永达介绍说。

省属企业加强梯队培育，推动优质资

产境内外上市。“十年来，首发上市企业11

户，其中A股公司3户，募集资金39 . 43亿元，

H股7户，募集资金122 . 7亿元，国外上市1户，

募集资金52亿元。”肖永达举例说，其中，中

泰证券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实现省属券商

登陆资本市场；山东能源新风光电子在上

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山东国企科创板第

一股；法拉第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

境外并购且在异地上市的成功案例。

“截至今年6月底，市值过500亿元的

省属上市公司达到5户，在山东市值前十

的上市公司中省属企业占据4席。”肖永

达说。

研发投入增长超10倍

固定资产投资增1577亿

山东以规划引领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

化调整。

“‘十三五’以来，省属国资国企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提

质量，调结构，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十强’产业资产总额由4868

亿元提高到8880亿元，新增投资70%以上投

向功能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省国资委规

划发展处处长陈江光说。

省属企业以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投资

带动总体发展。参与的重大项目建设不断

提速，济青高铁、鲁南高铁、济青高速公

路改扩建、黄水东调二期工程等一批基础

设施项目建成启用，中国重汽智能网联

（新能源）重卡、华鲁恒升酰胺及尼龙新

材料等一批科技创新项目正式投产。

“省属企业2022年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2915亿元，比2021年增加了1577亿元，有力拉

动了经济增长。”陈江光透露，省属企业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行业龙头培育，

1 4户企业已成为全省重点产业链的“链

主”，带动全省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化工、医疗器械等形

成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丰富产业应用场景，强化底层技术

突破，增强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省属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省属企业研发投

入由2012年的35亿元增至2021年的379亿

元，年均增长30%，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超4%，重点企业达5%以上。目前，省

属企业拥有国家级研发平台53个、高新技

术企业353户、‘独角兽’企业3户、‘瞪

羚’企业73户、单项冠军企业15户、专精特

新企业126户。”陈江光说。

275户“僵尸企业”出清

主业投资占比超99%

省属企业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明显优

化。

“十年来，山东推动优质资源向优势

产业、特色板块集中。完成398户企业非主

业资产清理整合、275户‘僵尸企业’出

清，省属企业主业投资占比超99%。”尹

刚说。

同时，通过主业相近企业之间的合

并，省属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优化资源

配置、实现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完成了

山东重工对山东交工、中国重汽的重组，

山东高速和齐鲁交通、山东能源和兖矿集

团的联合重组，山东能源对泰山地勘的重

组，在装备制造、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领

域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山东重工重卡、重

型发动机、重型变速箱产销量蝉联全球第

一。山东能源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741 . 19

亿元、利润总额241 . 11亿元，跃居世界500

强第69位。山东高速2021年资产规模达

11391 . 85亿元，运营高速公路7779公里，均

居全国同行业首位，首次跻身世界500强。

省属企业还通过省、市资产重组，实

现交通基础设施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

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整合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渤海湾港

等四大港口，组建山东港口集团，推动港口

一体化发展。2021年，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

超过15亿吨，稳居世界第一。整合省内有关

机场，组建省机场管理集团，打造省级民

航投资运营平台，实现了各机场在规划建

设、安全管理、航线开放等方面协同发

力。2021年山东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2664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7 . 9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13 . 7%、17 . 7%。整合山东铁路建设投

资公司、济青高铁公司、鲁南高铁公

司、铁路发展基金公司，组建山东铁投集

团，作为全省省级铁路投融资平台，促进

了山东高铁大发展。目前全省高铁通车里

程达到2319公里，跃居全国第三位。

10年净增上市公司27户，增长122 . 73%

山东国企资本市场“长袖善舞”

热点

国有企业党委在企业发展中

发挥核心作用，承担着“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职责使命。推动新

时代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守正

创新，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优良传

统，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思想政治引

领力和国有企业竞争力。

提高政治站位，为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提供组织制度保障

一要坚决做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时刻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 一 致 ， 牢 固树立 “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把党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当成一项政治责任，

及时组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通过党员领导干部领学促学，带

动全体干部职工形成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进

企业、进项目。二要加强组织建

设，为思想政治引领提供组织保

证。全面推进党委领导下的“双

向流动，交叉任职”，始终坚持

党委统一领导，业务主体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相互合作、协调

运转、监督严格的运行体系。弘

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

统，大力推进把党支部建在单位

基础单元上，按纵向到底的要

求，将党的工作落实到每个最小

单元。三要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

度，为思想政治引领提供制度保

障。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相

融互促，坚持党委对职责范围内

的重大问题行使决策权，严格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抓好骨干队伍建设，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的人才保证

一要落实主体责任。认真贯

彻落实党委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责

任、党委(支部)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

要求自觉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部

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思

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制定责任清

单，明确落实措施和推进步骤，

定期分析研判形势任务。

二要打造专兼队伍。建设好

骨干、兼职和志愿服务三支队

伍，配齐配强以党务、宣传和群

团干部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骨

干队伍，充实优化以党员干部、

优秀典型、劳模标兵、优秀党员

等为主体的兼职工作队伍，不断

壮大以文明实践志愿者为主体的

志愿服务工作队伍。

三要构建联动格局。坚持党建

带群建，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进群

团组织团结动员职工群众围绕企

业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开展，更好

地承担起群团组织引导职工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思

想政治引领与业务建设深度融合

一要充分发挥精神引领作

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等优良传统，加强

劳模推荐评选与管理服务工作，

创新劳模服务方式，推动落实劳

模政策。组织长期在重点项目一

线工作的职工开展疗休养活动，

营造关心劳模、尊重劳模、争做

贡献的良好氛围，教育引导干部

职工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

劳动。

二要坚持融入日常管理。把

开展谈心谈话作为做好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式，融入企业

日常管理，健全党员领导干部联

系基层、党员联系群众的工作制

度，建立思想动态调查与分析研

判机制，有针对性地做好答疑解

惑、排忧解难、稳定人心工作，

把主流价值观融入职工心灵深

处，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认同感。

三要引导职工正确认识搞好

政治理论学习与完成生产经营任

务的关系，在认真学习掌握过硬

的技术本领和工作能力的同时，

摆正理论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努

力联系生产管理工作实践，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到各个生产经营

环节中去，切实调动起全体干部

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各项

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

企业文化引领，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的时代感

一要培育弘扬企业精神。传

承弘扬国有企业优良传统和作

风，实干出实效，增强企业综合

竞争力；深入挖掘企业历史资

源、文化资源、红色资源，总结

提炼具有时代特征、体现国企特

色的先进精神；弘扬正直豁达、

智慧精微的企业精神，深化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增强企业精神对

职工群众的感召力、影响力。

二要丰富职工文化生活。适

应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造

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

的文化生活环境，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群众

的素质和修养，营造积极向上、

快乐充实、文明和谐的文化氛

围，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爱岗敬

业、担当奉献的热情，为企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要及时解决职工切身利

益。以人为本、理顺情绪、化解

矛盾，扎实解决职工普遍关心的

难点、热点问题。在思想政治工

作上，既加强对职工宣传疏导，

又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帮

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为职工办

实事、办好事。

总之，加强提升思想政治引

领力，是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发挥

“根”和“魂”作用的主要手段，是职

责所在、使命所系，只有不断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把政

治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确

保员工思想稳定，激发员工干事

创业的热情，推动国有企业各项

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泰安市天泽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提升思想政治引领力 促进企业和谐健康发展
薛勇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9月20日，在京东云城市峰会

上，京东云宣布，将携手合作伙伴

推动数智供应链落地山东。

产业数字化浪潮正推动山东千

行百业转型进入提速阶段。鲁企数

字化转型内生动力提升显著，与京

东云等国内头部云厂商的联动更是

精彩纷呈。日前，经济导报记者走

进京东云、山东钢铁、临沂城投集

团等国内大型云厂商及鲁企，探寻

数字化转型的山东案例。

智能制造指数持续上升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是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手段，

这是山钢选择数字化转型的主要

原因，也是内部发展的需要。”9

月2 0日，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山信软件”）技术总监陈

秀超在分享山钢数字化转型案例时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作为传统企

业，山钢需要培育新的动能。”作

为山钢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山

信软件被定位为山钢信息化建设的

主力军。

据悉，围绕山钢集团公司“数

智山钢”总体要求，目前其生产基

地均按照“现场操作室一律集中、

操作岗位一律机器人、运维检测一

律远程、服务环节一律上线”的

“四个一律”标准，加快智能产线

和智慧工厂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指

数持续上升。截至目前，山钢集团

日照区域、莱芜区域两个基地部署

的机器人数量突破6 0台。按照规

划，今年山钢集团应用的机器人数

量将突破100台。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技

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让山钢集团把主攻方向定为

智能制造。近年来，山钢集团一批

高端产品成功研发并应用于北京冬

奥会场馆、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

北京丰台站等项目。

数字化转型

成城市发展重要抓手

山钢集团是山东大力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作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

字化转型已成为山东各地企业的转

型升级抓手。

“我们一直在强调数字化、智

慧化，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到底在

哪一方面能够把数字化应用落地、

形成价值？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

工作。”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临沂城投集团”)副

总经理陈伟向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对企业来说，需借助数字化打通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

“在数字化方面，我们从2016

年开始探索，除了基础架构的数字

化支撑外，主要在产业应用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实践。因产业板块分布

较广，我们不得不下力气实现信息

化赋能。”陈伟介绍，“此外，从

2016年开始做信息化城市以来，我们

沉淀下来大量的数据，这在城投集团

数字化的过程中是很清晰的。结合行

业标准的内容已开始做数据建设、数

据治理，加上现在数据共享，配套产

生一系列安全标准。有了业务系统，

有了规范指引，我们就可以把它形成

应用场景，目前已实现了智能工地、

智慧园区、智慧安检等。”

与头部云厂商联动效应凸显

“京东多年来扎根山东，以实

际行动服务山东产业增长。”京东

集团副总裁、京东云事业群高礼强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在济南、烟台、济宁、滨

州、东营落地五大数字经济产业

园，以及三座京东亚洲一号物流

园、青岛自贸片区首个大宗商品数

字仓库。同时，发起京东鲁味预制

菜专区等百余项产业促增长策略，

全方位服务山东本地经济发展。”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京东在山

东已服务山东重工、潍柴动力、中国

重汽、山东黄金、山东莱芜钢铁、鲁西

化工、新华制药、济宁银行、得益乳业

等超过200家大型企业，通过数智化

全面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制造业，国货品牌海信面对

高速成长的业务和客户日渐提高的

服务质量需求，希望通过更智能的

方式来提升服务效率。通过使用面

向京东平台商家提供服务的京小智

产品，选择融合其业务场景的一套

解决方案——— 智能客服+官方AI训

练师服务+全链跟单，海信智能服

务转化提升69%；同时日均节省成

本占比50 . 2%，较同期提升34 . 37%，

降本增效成效明显。

在数智金融方面，济宁银行以

京东云技术为底座，借助数智供应

链能力在多个业务场景下提升数智

化经营管理。

“疫情改变了全球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也让全社会关注供应链的韧

性，产业数字化的下一站必将是数智

供应链。”高礼强认为，“企业之

间的竞争也是各自供应链韧性的竞

争，这一链条贯穿‘十节甘蔗’，企

业需要更敏锐地捕捉环境的变化，更

快速地回应客户需求，更精确地组织

供应和生产。”

与头部云厂商联动精彩纷呈

“数智化”塑强鲁企竞争力

山东省属

企业通过首发

上市、资产注

入、重组整合

等推进资产证

券化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
山东整合四大港口，组建山东港口集团。2021年，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5亿吨，稳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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