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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华社7月8日电 2020年度
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近日正式对外
发布。这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
度工作开展以来第八次发布有关
报告，发布报告的媒体数量比上
一年度增加一倍以上。

2020年，各媒体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承担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特别是在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主题、突
发事件报道中，广大新闻工作者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实履行党
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和使命，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了新闻战线
的良好形象，获得了社会赞誉。

中宣部、中国记协今年正式
印发《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

施办法》，对报告内容、发布流
程、评议指标、成果运用等予以
制度化规范。各媒体认真贯彻落
实实施办法，从履行政治责任、
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
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任、
道德责任、保障权益责任、合法
经营责任等方面，对2020年履行
社会责任情况进行逐项报告。除
发布文字版报告外，各媒体还以
多形式、多手段、多渠道制作发

布多媒体版报告，增强报告的可
读性、生动性，扩大报告的传播
力、影响力。

2020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
范围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
体，人民铁道报、人民公安报、中
国教育报等全国性行业类媒体，
以及全国各省（区、市）主要新闻
媒体。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
和各省（区、市）新闻道德委员会

将对各媒体发布的报告开展评议
打分。

据悉，2014年6月，11家试点
媒体首次向社会发布履行社会责
任情况报告。此后七年，发布社会
责任报告的媒体范围不断扩大，
内容逐步丰富，形式更加创新，既
增进了社会对媒体的了解，又促
进了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推进了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队伍
建设。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辉

自贸区烟台片区
吸引企业扎堆落户

自贸试验区，是山东重要的
对外窗口。山东自贸试验区持续
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聚焦全球配置资源，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中日
韩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促使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
源要素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
将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充分发挥，
把山东推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前沿。这些对跨国公司而
言也是重大利好，有助于拓展业
务，开辟新机遇、新前景。

烟台，是山东扩大对外开放
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烟台按
照省委提出的“加快建设新时代
改革开放高地”要求，不断深化
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层次和水
平，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产
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注
入开放动力、点燃加速引擎。其
中，日韩企业占了很多比例，这
也彰显了烟台作为沿海地区的
地理优势。

自贸区烟台片区是山东自
贸区三大片区之一，于2019年8月
份正式挂牌。自贸区烟台片区的
设立，为烟台再次赢得重大战略
机遇期。作为烟台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自贸区正吸聚着一批又一
批企业落户这里。数据显示，自
贸区烟台片区一季度累计落户
重点项目49个、总投资500亿元。
实现烟台片区“十四五”招商引
资“开门红”。这些项目涵盖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医养健
康等多个“十强”产业，为自贸区
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注入新
动能。

目前，包括日本伊藤忠、三
菱、三井、韩国SK等在内的104家
世界500强企业陆续到烟台投资
设厂，设立了富士康（烟台）工业
园、上汽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
公司、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
司、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
限公司等项目。

这么多世界500强企业扎堆
落户烟台，也彰显了“烟台理念”
和“烟台诚意”。他们在招引培育
上突出战略对接、合作共赢。一
方面，在招引上下功夫，全力推
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裂变发展。总投资2 . 9亿
美元的现代汽车研发中心是山
东目前规模最大的外资研发中
心，也是现代汽车除韩国研发总
部之外唯一一个面向全球的新
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另一方面，

在培育上下功夫，加快电子信
息、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高端攀
升。借助富士康与山东省战略合
作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富士康产
能调整转移和产品优化升级等
工作，在相继增加智能机器人、
LCM液晶面板模组、集团研发中
心等项目的基础上，夏普手机等
订单也落户园区。上汽通用东岳
汽车自2003年成立以来，历经17
年发展，产品现已涵盖别克、雪
佛兰两大品牌7大系列车型和4大
系列动力总成产品。

济宁工程机械
当地配套率60%以上

相信跨国公司更为看好的
是，山东的开放联动效应可以不
断推进改革开放，放宽外资市场
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拓
更多新的投资合作领域，提供更
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之，山东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一批新增长点快速崛起，跨
国公司投资山东必定会动力更
足、空间更广、发展更快，让越来
越多寻求创新和发展的跨国公
司在这里“如鱼得水”。

济宁高新区，是国内工程机
械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之一，当
地配套率达到60%以上。高端装
备产业拥有规模以上企业154家，
2020年营业收入370亿元。其中以
山推股份、小松山推、山重建机
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
121家；以重汽商用车、东岳专业
车为支撑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链企业14家。

“到2025年，这一集群规模以
上企业达到200家，营业收入达
到1000亿元，建成国内知名的工
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成套设
备和安全装备生产基地，国家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济宁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底，省商务厅批复济
宁高新区建设中日韩（济宁）国
际合作园区，建设年限为：2020
年10月至2023年9月。凭借与日韩
的深度合作，相关产业链条进一
步健全，专业合作机制进一步完
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形
成了中日韩（济宁）国际合作园
区建设的优势。

济宁高新区规划了面积约3
平方公里的园区，根据国别和项
目布局划分为中韩产业园、中日
产业园两个板块。

中韩产业园主要以韩国镐

成、永生重工为龙头，引进韩国
总统奖企业镐成、CMT等重点企
业，形成高端专用设备制造、精
密锻造等行业领军高端装备产
业园区，全部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将达到300亿元。

而中日产业园主要以日本
小松、大京、胜代、明治等系列日
资企业为重点，重点打造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的日资产业集群，
目前小松DPF、日本整机复新等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园区已成为
鲁西南地区日资企业最密集的
区域。

“我们将通过建立健全国际
合作平台的产业载体、服务体
系、综合配套、国际形象等软硬
件设施，积极组织以中日韩合作
为特色的精准化、专业化、产业
链招商推介活动，增强内外联
动。”济宁高新区科创局副局长
徐延鹏说。

希杰扎根青岛26年
先后12次增加投资

跨国公司的投资也推动了
山东的发展，通过吸引更多先进
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引
进更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项目，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提升山东产业发展水平，实
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青岛，有一家扎根当地26
年的韩资企业，不仅不断增加投
资，还刚把企业在中国的食品项
目总部设到这里，用实际行动表
达与这座城市共同发展的决心。
2 0 2 0年9月3日，世界5 0 0强企
业——— 韩国希杰集团重组中国
境内食品业务，将企业两个位于
中国境内食品公司股权，增资到
希杰青岛。股权出资后，希杰青
岛注册资本达到9928万美元，成
为韩国希杰集团在中国的食品
项目总部。

来自青岛市商务局的统计
资料显示，希杰青岛目前投资总
额29784万美元，注册资本9928万
美元。自成立以来，该公司先后
12次增加投资。“青岛在经济发
展、地理区位和营商环境等方面
都具有显著优势，我们要积极把
握发展机遇，继续深化与青岛莱
西的产业合作，与这座城市共同
发展。”希杰集团食品中国区董
事长金炳圭表示。

希杰集团将中国总部落户
青岛，是对城市营商环境的直接
认可。而青岛也用细致高效和用
心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赞誉。据
了解，青岛莱西市商务局派出专
员全程跟进和服务企业落户，在
一个工作日内就办理完毕企业
相关登记手续。

“我们认为，对外资企业来
说，衡量一座城市是否适合投
资，产业环境、资源禀赋、交通便
利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最重
要的是当地营商环境，因为这决
定了企业是否能在当地长期发
展。显然，青岛在这方面做得非
常棒。”希杰青岛总经理金健东
表示。

去年2月，希杰青岛加班加点
生产了价值600万元人民币的速
食盖饭产品，驰援武汉黄冈；自去
年起设立“集团献血月”，开展职
工无偿献血活动，今年9月初，企
业70多名员工献血超2万毫升；企
业每年组织员工到青岛当地养老
院、福利院奉献爱心；捐资助学，
准备参与“春蕾计划”……希杰青
岛在青岛持续向好发展，也成为
当地外企发展的“样板”。

“希杰是第一批落户青岛的
外资企业之一，可以说是我们招
商引资的样板企业。每当有韩资
企业到青岛考察，希杰就会成为
投资考察点之一，是我们以企引
企的典型案例。”青岛莱西市商
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合作实
现共赢。越来越多希杰与青岛的
共赢发展故事，正在持续上演。

104家世界500强扎堆烟台，希杰持续加码青岛，高端装备企业集聚济宁

扩大对外开放，山东近水楼台先得月

举旗帜 聚民心 育新人 兴文化 展形象

2020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对外发布

为持续放大首届峰会效应，彰显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
心，商务部与山东省携手举办2021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
续增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凝聚中国与跨国公司共同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广泛共识。那么，在对外开放事业方
面，山东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小松山推扎根山东多年，正是看中了当地成熟的产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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