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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9月21日讯 21 日，山
东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在济南召开，为山东省民
营企业百强代表等颁奖。山东
省工商联发布了 2022 年山东民
营企业 100 强、行业领军 10 强、
创新100强、创新潜力100强、吸
纳就业 100 强系列榜单。青岛
共有青建集团等 15 家民企上榜
山东民企 100 强，较去年新增 2
家；东软载波等 28 家民企分别
入 围 9 个 行 业 的 领 军 10 强 榜
单，覆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现代海
洋等领域；蔚蓝生物等 23 家民
企入围创新 100 强；三利集团等
24 家民企入围创新潜力 100 强；
即发集团等 13 家民企入围吸纳
就业100强。

山东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以
2021年度山东民企营收为标准，
入围门槛为135.66亿元，在2020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18.07 亿元。
青岛上榜民企排名最高的为青
建集团股份公司（12 名），山东
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紧随
其后（13 名），其余包括新华锦
集团、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
公司、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敬业富山实业有限公司、荣
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京东
昌益得贸易有限公司、赛轮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瑞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康大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今年的山东民企百强遍及全
省 14 个市，东营以 17 家的数量仍
然稳居第一位；青岛、潍坊各有 15
家企业，并列第二位。客观而言，
各个城市民营经济所处的产业领
域有差异，青岛上榜民企多位于
高端装备、能源化工、批发零售、
建筑、食品等优势产业，东营等城
市上榜的民企更多是石化行业的

“大块头”。在更能反映民企后备
力量的行业领军 10 强、创新 100
强、创新潜力 100 强系列榜单中，
可以看出青岛年轻企业的发展势
头迅猛。

入围行业领军 10 强榜单的青
岛民企占全省的 1/4 还多。尤其
是高端装备行业领军 10 强和现代
金融（私募股权）行业领军 10 强，
青岛分别占了5席和6席。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周晓峰）

昨日上午，中国海军第42批护航编
队从青岛某军港解缆起航，奔赴亚丁湾，
接替第41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42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海军
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淮南舰、导弹
护卫舰日照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可可西

里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
十名。除可可西里湖舰执行过护航任务
外，淮南舰、日照舰均首次执行亚丁湾护航
任务。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成龙
通讯员 那建 马玉彬 摄

早报9月21日讯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
在2022 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上，中国中车面向全球发布了当前世界上可
实现的速度最快陆地公共交通工具——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填补了高铁
和航空之间的速度空白，其应用场景多样，可
用于城市群内的高速通勤化交通、核心城市
间的一体化交通和远距离高效连接的走廊化
交通。这是中国高速磁浮首次在海外亮相。

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素有轨道交通行业

“奥运会”之称，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当前全球轨
道交通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展会。全
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前沿技术
都在此集中展示。中国中车此次发布会采用现
场+线上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海外观众
得以零距离接触中国高速磁浮“黑科技”。

据了解，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研制，
于2021年7月在青岛下线。目前该系统正在进
行联调联试。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兰星 通讯员 邓旺强）

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昨召开

青岛9人5集体获表彰
早报 9月 21 日讯

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表彰大会21
日在济南召开，120 名
个人和 78 个集体获省
委省政府表彰。其中，
青岛共有 9 名个人和 5
个集体获表彰。

（观海新闻/青报
全媒体记者 刘佳旎）

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9名）

吕祥铭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
设处处长

张芹（女）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主任

杜润生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党组
书记、局长

张艳（女）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党工
委委员、区纪委监委派出惜福镇街道纪检监察

工委书记
李希友 青岛市即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品安全科科长
万清华 平度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蒋玉好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埠东治安

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
张珂 青岛市市北区台东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办公室主任
史丽丽（女）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四庭副庭长

青岛市获奖个人和集体名单

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5个）

青岛市市南区委政法委

青岛市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莱西市妇女联合会

青岛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

15家青岛民企入围“山东百强”
多位于高端装备、能源化工、建筑等优势产业

早报9月21日讯 在青岛
超 200 万户市场主体中，个体
工商户占比六成多，直接关系
全市稳就业、惠民生、保稳定大
局。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市总
工会、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
财政局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全市个体工商户服务
月”活动的通知》，围绕“讲政
策、送服务、办实事、促发展”活
动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个
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本次
活动将从拓展融资方式、落实
税费减免政策、服务就业创业、
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度等 8 个方
面，通过开展 13 项主题活动，
充分动员各方面力量，推动各
项纾困政策落地落实。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

基和动力，120 多万个体工商户更
是青岛保就业、保民生和稳经济
的关键。此次“服务月”活动主要
包括：利用“青岛政策通”等政策
服务平台和应用 APP 精准推送政
策 ，打 通 政 策 落 实“ 最 后 一 公
里”；开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
服务活动，为有返乡入乡在乡创
业意愿的人员，以及已经返乡创
办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人员
提供政策辅导；梳理形成中小市
场主体政策包，为个体工商户送
政策、送管理、送技术；广泛开展
走访问需调研，深入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一线，了解个体工商户
的经营状况、困难问题和意见诉
求，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
的针对性。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吴帅）

15部门为个体工商户送服务

航向：亚丁湾！

中国高速磁浮海外首秀
在青岛下线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亮相德国柏林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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