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4 月 2 日发布最新

报告显示，有 44.5%的企业家对未来持乐观态

度，85.6%的企业家表示自己“压力很大”或

“压力较大”。

这份报告名为《转型时期的企业家精神：

特征、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2019·中国企

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企

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第 26 次全国性企业家

年度跟踪调查。

对比 2008 年和 2018 年调查发现，法治环

境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日益显著，而

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报

告分析，如何深化改革、切实改善政府效率和

司法效率，提高要素市场环境水平，建立健全

多渠道、健康有序的投融资环境，是未来完善

中国营商环境的重点。

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双重压力下，企业家

明显感觉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经营

压力的持续加大。报告显示，有 44.5%的企业

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近半数企业家表示对

未来“不太确定”。报告还认为，创新上的“马

太效应”，促使企业间分化明显。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利用企业创新研发

的高投入组和低投入组的差别，分析行业环

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发现，五年前面对困

难和挑战，选择坚持并积极转型创新的企业

家，在五年后的 2018 年带领企业创造了更多

创新产出，也拥有更多资源可以投入到创新

中。

报告指出，研发高投入组在下一年研发

投入的强度是研发低投入组的 2 倍，这意味

着研发高投入组将持续投入研发，从而获得

更高的研发回报，而更高的研发回报又保证

这些企业能持续的投入更多研发，形成一种

创新上的“马太效应”，促使企业间分化明显。

(魏晞)

日前，新城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发行

美元计价优先票据，票据拟由子公司担保人

担保。

UBS AG 香港分行、美林（亚太）有限公

司、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Co. International plc、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

行、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华泰金融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东亚银行有限公司、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新城晋峰证券有限公

司将为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

在票据条款落实后，UBS AG 香港分行、美林

（亚太）有限公司、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Morgan Stanley Co. International plc、德意志

银行新加坡分行、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华

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东亚银行有限

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新城晋

峰证券有限公司与新城发展（其中包括）预期

将订立购买协议。

新城发展表示，公司目前拟将票据的所

得款项净额主要用于偿还其若干现有债务及

用作一般公司用途。此外，新城发展表示，公

司并未寻求票据在香港或任何其他证券交易

所上市。倘签订购买协议，公司将就建议票据

发行另行刊发公告。 渊中国网冤

4 月 2 日，科创板发布包括海尔生物医疗

在内的新一批已受理企业名单。以医用低温

保存箱为主业的海尔生物医疗，2018 年曾计

划在香港H 股上市，今年改为登陆科创板。

该公司前身为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2018 年 7 月更名为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0
月，海尔生物医疗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挂牌的申请文件。2019 年 3 月 22
日，海尔生物医疗股东大会通过了终止发行

H 股股票的议案。

从科创板公开信息可查，海尔生物此次

计划融资 10 亿元，此次海尔生物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海尔生物的发起人共 7 名，海尔医疗控

股是大股东，持股 42.3%。而海尔创业和盈康

双生分别持有海尔生物 70& 和 30%股份，背

后的实控人是海尔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

业的海尔集团，总资产 2672 亿元，净资产

733.8亿元，2018 年上半年净利润 69 亿元。可

见，海尔生物医疗在海尔集团内属小微企业。

这将是海尔集团孵化“小微企业”登陆资本市

场的又一案例。而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

敏等高管在海尔生物医疗中也有间接持股。

目前，海尔生物的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

备在下游应用领域被广泛使用，终端用户涵

盖医院、生物制药公司、高校等科研机构、检

测中心、疾控中心等。海尔生物深耕低温存储

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领域近 20 年，掌握低

温存储设备制造领域各项领先核心技术，并

在国内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市场份额位

居国产品牌公司首位，同时在开拓海外市场

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海尔生物介绍，并购是公司的成长策略

之一，公司通过收购整合产业链，进一步拓展

海外市场。兼并收购需要公司管理层掌握新

领域、新市场的相关知识和法规，并有效识别

出潜在的债务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可能面临

的监管风险、运营风险和员工管理等问题。如

果公司不能对并购标的进行有效整合，或公

司无法按预期拓展相关业务，则可能对公司

业务、财务和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海尔生物医疗的客户包括中

华骨髓库、国家基因库、中国人类遗传资源

库、世界卫生组织等。未来，海尔生物医疗需

进一步夯实技术和产品基础，探索医用物联

网方案，才可获得更大成长空间。 渊万千冤

■ 王敬宇

1995 年，刚过完 20 岁生日的尹海港被分

到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所属的河南油

建公司工作。那会儿的年轻人，都争着抢着留

在离家近的基层单位，可他却偏偏要跑到环

境差且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双河去，“年轻，就

得吃点苦”，他这硬脾气一上来，任谁劝也不

好使。

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

刚上班时他是基层单位的电焊工，但与

别人不同的是，他身上多了那么一股“硬”劲。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他似乎更爱钻研：钻研技

术、钻研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钻研学习其他知

识。这股劲，24 年来伴随着他从普通电焊工到

班组长，到生产组长，又到分公司生产副经

理，再到分公司生产、区域双跨经理的位置。

走路生风，双眼有神,做事雷厉风行，再加

上他身上的这股硬劲，总让人觉得他一定曾

是名军人，但他还真不是。“我这辈子最后悔

的事，就是没去当兵。”说这话时，尹海港满是

懊悔地叹了口气。圆不了军人梦的他，就时时

处处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人要律己，更要对自己狠一点、硬一

点。”他拿这话要求自己，更这样要求工作。

2017 年，尹海港负责山东省临沂市河东

区温泉路输油管道迁改项目。那会儿，标准化

现场施工还很少，甲方也要求不高，但他偏偏

下大力气来抓：施工现场 100%覆盖，100%设

置围挡，1500 万的工程。他光在现场标准化和

全覆盖上就花了十几万。

业主看他这么干，都笑着说：“尹经理，你

们这么做，其他项目我们还让别人怎么干

呐？”可尹海港心里明白，口碑和市场就得靠

这些现场的“硬”标准来打。

施工人员不止一次问他：“尹经理，没必

要这样吧，甲方都说了，你看有谁这么做？”

他却总是底气十足地回应：“你们啊，眼

光要放得长远一点。这是大趋势，不信你们走

着看。”

果不其然，仅仅两年后的 2019 年，在他

们承揽的洛郑驻成品油管道郑州市四环线及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管道迁改工程一标段项目

上，当地政府及业主单位都对标准化现场有

了硬性规定。有了以往高标准的标准化现场

施工经验，这些在别人那实施得不那么顺利

的条条框框，他们干起来却甚是得心应手。

专啃硬骨头

说起洛郑驻成品油管道迁改工程，这个

工程还真算是尹海港啃的一块硬骨头了。

2019 年 1 月 25 日他们拿到中标书，6.3
公里的管道迁改工作量，业主给的工期仅有

45 天，而这之前，其他单位承揽的与该工作量

相近的 2018 年郑州市南四环管道迁改项目，

前后施工持续一年多，工期足足是他们的 8
倍。但尹海港知道，他们承揽的这个工程直接

关系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主要通道

的使用，这块骨头说啥也得保质保量啃下来。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部署好工程计划节

点、分段任务，他就天天盯在现场和队员们一

起加班加点，晚上十一、二点回家那都是常

态。这么拼干啥？因为他觉得工程前期能抓多

紧抓多紧，前紧后松施工，这样才能保证每处

时间节点都走在业主规定前。在他的带领下，

年后复工仅一个月，他们就完成了工程 80%
的主体工作量和 1/3 的封堵任务。

干这么快，质量咋样？“谁不知道我们尹

经理大名，天天盯在现场，哪要稍有一点误

差，他绝对跟你死磕到底。这个硬角色，我们

可不敢惹。”队员们半敬畏半玩笑地说。

“我们标段，不管是工程质量、进度还是

现场标准化设施，在所有承揽单位里都是第

一。”一说起这个，尹海港脸上掩饰不住的自

信“郑州市政府、环保局、业主单位都不止一

次表扬我们哩，我这还有 3 月 22 日业主发来

的感谢信呢。”

话说得硬气，那是因为他肯为工程做硬

投入。他常把“工程上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

是问题，不舍得投入，拿什么保证质量？”挂在

嘴边。别看他舍得花钱，可每分钱他都精打细

算，都花在刀刃上。

近几年，由他主要负责的华北局区块管道

改线工程里不乏几千万的大项目, 但不管是哪

个工程，他都要求员工们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把

管道质量、施工工艺做到分毫不差、没有瑕疵。

这还不算，舍得做硬投入的他遵循“路由原则”，

宁愿进行管道敷设时多花点钱、多绕点路，也要

防止后期管线规划与地方政府产生冲突，造成

以后迁改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的工程，质保是

终身制，当然得一次就做好！”

工程上有这么个“宁可不做，不可做次”

的“硬”汉子在, 还有啥不放心？

2019 年上证综指涨势如虹，各主要股指

涨幅均突破 20%，但各板块指数涨幅却表现

不一，首尾差异明显，计算机、电子、传媒等成

长行业涨幅领先。中银基金近日启动发行的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基金将聚焦符合产业趋

势、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成长行业，力争把

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红利。

中银基金认为，2019 年股市整体环境好

于 2018 年，尽管近期有所上涨，但是从历史

长周期来看仍然处于低位，而从经验来看，在

磨底阶段，成长行业相对有明显的超额收益。

渊陈义辉冤

3 月 31 日，中国十九冶集团中标山西美

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 万吨/年焦

化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项目和三钢集团产

能置换（罗源闽光）及配套项目。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
万吨/年焦化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项目内容

为“炼焦区域土建、除尘地面站、变电所等土

建工程”、“煤气净化装置土建工程”、“循环水

系统、焦化中控楼、35KV 变电所、制冷站等土

建工程”等三个标段；三钢集团产能置换（罗

源闽光）及配套项目包括热风炉、煤气干法除

尘、喷煤、BPRT 及配套设施系统工程 EPC 总

承包项目主体标段工程。

渊李玉梅 张伟冤

201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 编辑：刘晓琼 美编：王山ENTREPRENEURS' DAILY
7百业报道Industries

4 月 13日至 14 日，阳信水落坡民俗文化

旅游区将举办第九届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

节。活动期间，民俗文化旅游区将为游客送上

民俗文化表演以及综艺表演，期待全国各地

的游客前来淘宝游玩，感受民俗文化。

据悉，第九届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将

给游客带来精彩的舞蹈、舞龙舞狮、非物质文

化毛竹板以及山东快书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同时，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主持人点点、亚

飞，携手综艺明星曹功先、邵鹭扬、马翠霞、刘

珍珍、王建淼、王珍静等都将亮相旅游区，与

游客同娱同乐。

阳信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区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旅游区由鼎龙、盘古、意象、昊

天、顺工五个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组成。主要经

营古典家具、瓷器、古玩字画、民俗老物件等

产品。水落坡镇是“中国古典家具之乡”、“中

国明清家具、木雕、石刻集散基地”、“中国古

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

响力，在古典家具行业内，享有“北有高碑店，

南有阳信县”的美誉。

2012 年 12 月，旅游区所在的水落坡镇被

评为“山东省旅游强乡镇”；2013 年 12 月旅游

区被评为国家 AAA 级景区；2014 年 7 月，被

授予全国首家“中国收藏文化名镇”荣誉称

号。渊苏建军 田艳琼冤

中国阳信第九届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 4 月 13 日开幕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为减轻基层负担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

然而一些基层单位却被自身的形式主义所束

缚，如在某县扶贫微信工作群中，反馈的信

息都是基层干部贯彻上级扶贫会议的照片，

而深入实地解决困难问题的信息少，因而扶

贫工作要注重成效而不是在于形式。

以会议贯彻会议成为推诿责任的理由。

对上级部署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一些基层单位往往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贯

彻执行，场面轰轰烈烈，既有图片资料，又

有会议记录，至于落实中成效不好的问题，

以党员干部工作不细一推了之。然而细观照

片，台上领导讲得神采飞扬，而台下的党员

干部玩手机的玩手机，开小差的开小差，摆

着的会议记录本，有的甚至连一个字都未

记。会议结束不知道会议的基本精神，致使

在工作中只是到田边地角走马观花，最终导

致工作不落实。在上级督查追责中以会议图

片记录推诿自己的责任。

增强工作落实的成效需要转变工作方

式。会议室里只能研究出工作的举措，要解

决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问题，还是要深

入一线问症把脉，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对

深层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汇

报，在加大协调中及时研究处理问题的办

法；以团队的力量聚集解决问题的能力，增

强扶贫工作的成效，才能强化工作的责任与

担当。因而工作群汇报的工作应是扶贫帮困

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办了什么样的实事，还

有哪些问题需要上级协调解决，才能在治理

形式主义中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厚实聚力

抓落实的工作氛围。

增强工作落实的成效要以转变干部作风

为抓手。在开展“基层减负年”、整治形式

主义、过度痕迹化管理中，要抓住不落实的

人、不落实的事，出重拳、放“狠招”，问

责作风飘浮的干部，切实转变基层作风；腾

出基层干部抓落实的手，始终在一线问计、

问策，聚焦问题；依据扶贫攻坚的相关政

策，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促进群众关心关

注问题的有效解决，方能在群众满意中增强

发展的内力。致力于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合力打赢扶贫攻坚战。

增强扶贫工作的实效，减轻基层负担，

需要基层干部主动作为，从改变会风开始，

把基层干部的精力聚焦在一线抓落实上，才

能在落实干部的责任担当中，增强群众的满

意度。

渊冯涛冤

扶贫攻坚贵在落实
而不是在于形式

追求科技创新红利
中银产业精选发行

中国十九冶集团
中标两项冶金工程项目

提起尹海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就一个字，“硬”。身板硬？他一米七五的个头，人偏瘦，怎么看也不像肌肉硬

汉。拳头硬？没听说他是练家子。那为啥说他硬？

弃港回沪 海尔集团投资的“小微企业”拟登科

“硬”汉子尹海港

新城发展：拟发行美元计价优先票据用于偿还现有债务

最新中国企业家报告发布：超八成表示自己“压力大”

减资公告
四川简单停车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
MA6CN6TN3Y）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
仟万元减少至壹仟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
●龚洁在苏宁购买的西门子冰
箱（发票号 00301490）遗失作废

●成都欧尼斯特精密机械零
部件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单
一份，船名航次：COSCO SHIP
PING LEO/005E，提单号：JYD
CQ190200200F，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天奥电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51043
250P）经股东会决定注销本公
司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四川鑫德亿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唐薇，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 证 书，编号 ：川 建 安 C (20
17)0100007，遗失作废
●周小平，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编号：川建安 B(2018）
000450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产权人刘波遗
失 房产证，房屋坐落:青白江
石家辗中路 2、4，房产证号：
成 青 房 权 证 监 证 字 第
00463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高新区袁记盘盘
烤肉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
00MA6CEWX29U，声明作废.
●西昌市心梦缘小商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 号：
513401600463735，声明作废
●兴文县宸浩五金电器门市不
慎 遗 失 税 务 盘 ， 编 号 ：
661811845996，声明作废
●青羊区利丰龙眼食品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 （许 可证 编号：
JY25101050061617）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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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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