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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企峰会推出312个优质项目，敞开大门引凤来

4家省属一级企业混改项目首亮相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进一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
会将于6月30日举行。据了解，本次大会以“抢抓新机遇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聚焦招商引资、聚焦港澳合作、聚焦合作
共赢，是山东省今年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领域举办的第一个高规格大活动。今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专题报道道，对
这次大会持续关注。

编
者
按

高空抛物危及公共安全 将处拘役或管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据新华社电 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6月28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从六个方
面修改补充刑法。侮辱、诽谤英
烈行为拟规定为犯罪。留守儿童
亲情缺失怎么办？28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
家长应至少每月联系一次。

侮辱、诽谤英烈
或将面临刑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将
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

规定为犯罪。草案规定，侮辱、诽谤
英雄烈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

高空抛物危及公共安全
将处拘役或管制

草案规定，从高空抛掷物品，
危及公共安全的，处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
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草案同时规定，对行驶中的

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使用暴
力或者抢夺驾驶操纵装置，干扰
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
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与
他人互殴，危及公共安全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
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留守儿童家长
至少每月联系一次

针对留守儿童得不到适当
照护、缺乏亲情关爱的问题，28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二审稿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
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
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
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代为照护。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与未成年人和被委托人至少每月
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
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
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防暑降温费这样发

1 .从事室外和高温
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200元

2 .非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140元

3 .按6月、7月、8月、9
月共4个月计发

高温作业保护规定

日最高温40℃以上：
当日应当停止工作；

37℃以上40℃以下：
全天户外露天作业

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
时至16时应暂停户外露
天作业
35℃以上37℃以下：

应换班轮休，缩短连
续作业时间

6月到9月发放
防暑降温费
高温作业每月200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常态化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
作，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办法》等规定，近日，
省人社厅发布通知要求，做
好高温天气疫情防控工作。

各用人单位要加强高温
天气期间的生产组织和管
理，不得违规强迫劳动者在
高温天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
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
气温达到 37℃以上 40℃以
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
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
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
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用
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
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
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
动者加班加点。要加强对从事
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劳动者的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不得强制
其危险作业。

各类企业要落实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企
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
知》要求，按照从事室外和高
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
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
的标准发放职工防暑降温费。
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
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
动的职工均列入发放范围。
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
按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

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规定
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工作
的，要坚决予以制止，立即停
止高温作业；对未按规定标
准发放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
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玉岩 张阿凤

129个“十强”产业项目
占总数41 . 3%

作为今年我省在对外开放、
招商引资领域的第一个高规格
大活动，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企
峰会在招引项目上，依然坚持

“项目为王”，312个项目涵盖重
大基础设施、新基建、“十强”产
业、工业技改、补短板强弱项、国
企混改、平台支撑七大领域，是
对全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高质
量双招双引的全景式展现。

这其中包括投资18 . 4亿元
的中安芯界石墨烯快充锂电池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资40亿元
的莱西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
司 养 饲 屠 一 体 化 项 目 、投 资
137 . 6亿元的国信海天中心改造
项目、投资197亿元的地铁6号线
一期工程项目、投资74亿元的新
机场高速连接线工程、投资265
亿元的青岛特锐德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项目、投资85亿元的青岛
国际原石港生命药洲项目等。

据了解，312个项目中，“十
强”产业项目有129个，占项目总
数的41 . 3%，其中近7成为新兴
产业项目，凸显出我省新旧动能
转换的强大后劲。

一次推4个混改项目
诚意满满

40个国企混改项目中，记者注
意到，首次公布4家省属一级企业
混改项目。这四家省属一级企业，
分别是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国泰
租赁有限公司、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和山东海洋集团。

早在2019年8月2日，山东省
国资委就召开省属一级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任务部署会议，山
东省属一级企业混改步伐进一

步加快。此前，山东省属一级企
业混改以山东交运集团的成功
混改为标志。2020年6月8日上午
11时，山东第二家省属一级企业
混改项目也成功落地，德国安顾
集团战略投资泰山保险正式签
约，正式宣布引入德国及欧洲重
要的保险集团之一德国安顾集
团，安顾集团通过其保险子公司
斥资8 . 82亿元人民币，将持有泰
山保险24 . 9%的股权。此次战略
投资签约是山东省属一级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而在此次儒商大会暨青企峰
会上，山东又一次性推出4户省属一
级企业混改项目，可谓诚意满满。

根据项目简介，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截至2019年底，累计实现
交易额9215亿，融资额2327亿，
实现增值512亿，连续12年实现收入
及利润快速增长。拟通过增资扩股
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混改，
战略投资者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
50%。合作方向是有影响力的平台型
央企，大型互联网电商企业。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2019年
实现营业收入26 . 5亿元，利润

7 . 1亿元，资产总额达248亿元。
通过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的方
式，与战略投资者实现资本层面
的合作，后续共同进入资本市
场。合作方向是计划引进3-5家
有金融领域运营经验的战略投
资者。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2019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246
万元，净利润2332万元，资产总
额达4 . 2亿元。截至2020年5月
底，齐鲁股权挂牌企业4353家，
市值2102亿元，挂牌股份公司数
量2282家，位居全国同类市场首
位。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非公战
略投资者，此次混改拟引入知名
投资类机构、大型民营金控集团
公司、有实力的产业资本及金融
要素市场等4类民营资本。

山东海洋集团是以海洋产
业为核心主业的省属大型国有
企业。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4
亿元，净利润2.7亿元，资产总额达
284亿元。优先选择通过增资扩股方
式引进战略投资者。拟从中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中，引进一个或多个投资者，共同为

山东海洋发展赋能。

16市同步上线路演
共享山东开放新机遇

此次儒商大会暨青企峰会
上，16市也纷纷摩拳擦掌，分别
举行高规格的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和产业对接推介活动，共享山
东开放新机遇，抢占动能转换制
高点。

济南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
力，已确定首批300名邀嘉宾名
单，其中重要嘉宾60人，既有港
澳、内地知名企业和“双创”企业
代表，也有央企和独角兽、瞪羚
企业高管，还有一批与山东省十
强产业、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相
关的企业及重点商会协会代表。
同时，选定了46个重点推介洽谈
项目，涉及重大基础设施、新基
建、重点产业、工业技改、补短板
强弱项等重点领域。

威海将确定推介17个项目，
签约5个项目，邀请各界嘉宾165
人。“为通过云端向广大嘉宾发
出招商引资‘最强音’，威海构建

‘1+9+N’威海活动会议平台，搭
建1个威海活动会场、9个区市洽
谈室，连线全球上百名嘉宾。”威
海市商务局投促中心主任高翔
介绍，将推出“云交流”“云推介”

“云发布”“云签约”“云洽谈”等
针对性强的环节，全方位集中展
现威海城市发展特色和产业优
势潜力，推介投资营商环境。

烟台、潍坊也围绕重大基础
设施、新基建“十强”产业、工业
技改、补短板强弱项等重点领
域，挖潜优质项目资源，保证活
动推介、洽谈、签约项目的数量
和质量。截至目前，烟台拟签约
项目8个，拟洽谈对接项目20个，
筛选40个推介项目推荐到省组委
会，经过审核通过19个项目。潍坊初
步确定了21个省级层面重点推介的
项目，其中拟签约项目5个。

而淄博初步确定了10个洽
谈项目，邀请30家实力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作为大会嘉宾。此次，
淄博市计划共在各区县及功能
区设立10个线上洽谈室，全面整
合优势资源要素，结合省十强产
业，重点围绕新材料、智能装备、
新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扩大招
商引资实效，吸引更多的企业家、
人才回鲁返鲁，共享山东机遇。

推出312个优质项目

“十强”产业项目129个 占项目总数的41 . 3%
其中近7成为新兴产业项目

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基建项目56个

涵盖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工业技改项目31个 补短板强弱项项目19个

国企混改项目40个 平台支撑项目37个

4家省属一级企业混改项目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海洋集团

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业
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将于6月30
日举行。这次大会，精心筛选出
312个优质项目，涵盖重大基础设
施、新基建等七大领域，其中不乏
一些重磅项目，可见山东的诚意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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