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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在中宣部召开的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光
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
布第九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
名单，并对获奖企业颁奖。山东
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继去年获评

“30强”之后，再次荣登榜单。
蝉联两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为山东文化强省和网络强省建
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山东省信息产业的重
要力量，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是经山东省省委、省政府批
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
省属国有重要骨干文化企业，
目前，公司已全面完成全省
市、县、乡三级整合，总资产达
180亿元，拥有32万公里传输干
线和2000万户有线电视用户，
用户数量和经营规模位居全
国第一。

这几年，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以“重点工作突破年”

“改革创新年”“转型升级提速
年”“精细化管理年”等发展主
题为引领，从规范管理、改革创
新、提升服务、技术革新、丰富
产品、转型升级等方面入手，积

极从有线电视运营商向全业务
综合网络和信息服务提供商转
变，形成了主业突出、多业并举
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既适
应时代要求、又具有自身特色
的转型升级、多元发展之路。公
司充分发挥在传播主流舆论和

发展先进文化中的阵地堡垒作
用，加快推动转型升级和股改
上市进程，各项事业取得显著
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统一协调增长。

从近几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的评价指标上来看，除了
保留主营收入、税前利润、净资
产、纳税总额等指标外，突出强
调了企业获奖和出口评价指
标，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企业要
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导向要求。

据了解，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认定发布工作自 2008 年开
展以来，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
已成为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推动
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有效
举措，成为展示我国文化改革发
展成果的重要平台。同时，为鼓
励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座谈会上还公布了2017年“30
强”提名企业名单，对表现突出
的文化企业予以提名。

第九届全国文化企业评选揭晓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蝉联 30 强殊荣

这是个刚刚上路的企业。整
合了100多个公司、拥有16000名
员工的大型国企，六年时间走过
了一段从整合到磨合直至融合的
路程。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自
2011年整合以来，建章立制，规范
管理，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在激
流转变的市场竞争中以有温度的
人文关怀擦亮了“山东有线”的品
牌，也彰显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
任和社会担当，继2015年获得提
名奖后，2016、2017连续两年荣膺

“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
网络时代，我们还需要电视

吗？答案是肯定的。网络拉近陌
生人的同时，也无形地疏远了亲
密的家人。而电视，给了家庭一
个重聚客厅的理由。山东有线推
出的高清畅享馆、中国电视院

线、“享TV”及“山东有线APP”
等产品，打通了电视、手机、PAD
的隔阂，也打通了两代人的休闲
方式，把同屋不同屏的家人又聚
在一起，重温家庭欢乐。时代在
飞奔，技术以指数级发展，唯一
不变的是用户需求这个核心。

技术本无生命，机器本无智
慧，有线人赋予之。一系列智慧
项目，是山东广电网络对智慧城
市的献礼。智慧党建、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酒店
等，搭建起崭新的生活服务渠
道。政务平台将政府的政务大厅
搬到家家户户的电视上，公开接
受监督，也方便市民办理业务。
水、电、煤气等缴费查询，公积
金、社保、交通违章等信息查询，
景区实景直播、电视图书馆、智

能公交查询等便民功能的应用，
提升了百姓在共享网络发展成
果上的获得感。

平邑县有101万人口，绝大多
数居住在农村，青壮年劳力随务
工大潮进城后，留守的老弱妇孺
时常受到抢劫、抢夺、盗窃案件的
侵害。为解决这一难题，山东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利用自身网络基本
覆盖城乡的优势，搭建起覆盖全
县范围的互联互通的视频网络系
统，4000 余个监控探头遍及平邑
县全部乡镇、行政村，实现了县、
镇、村三级视频联网联控，远在外
地打工的村民也能看到村里的画
面，终于放下心来。这一项目后来
得到《焦点访谈》的报道，成为行
业学习的模范典型。

山东广电网络这样便民利
民的智慧项目在全省还有很多。
国家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
期，公司也在积极参与这一历史

性进程。故乡平安，游子心安，有
了这双跨越千里的“眼睛”，思念
的乡愁也得到了些许宽慰。

国有企业的属性要求企业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也是

“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评选的
重要衡量标准。几年来，有限公
司为全省40多万特殊人群提供
免费有线电视服务，针对农村家
庭推出“惠民工程”专供高清电
视机，广泛开展大病救助、新春
送温暖救助、贫困大学生资助、
贫困村帮扶活动，向贫困小学赠
送“快乐学堂”频道等，用公益活
动践行社会责任。公司连续两年
成功举办山东有线用户节，用嘉
年华的形式搭建与用户深入交
流、沟通感情的桥梁，也让广大
用户感受到了广电网络提供的
全新生活方式，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这个刚刚上路的国有企业，
秉持着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正在以上市为抓手进行
全面改革，向全业务综合网络和
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2016年被
定为“转型升级提速年”，2017年
为“精细化管理年”，自2014年起
一年一个主题，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年轻的文化企业，担负着传
播主流思想、弘扬优秀文化的光
荣使命，有悠久漫长的岁月可以
挥洒，有充满未知的未来在前
方，所凭不过一腔激情的热血，
一颗温暖有爱的心。在这喧哗而
浮躁的时代背景下，底线的坚
守，正能量的传递，就是对国家、
社会、人民尊严的守护，这份责
任很重大，也很光荣。

我们别无所倚，惟有对期许
的追求；我们别无所长，惟有对
承诺的执著。

张欣

许诺一个有温度的未来

“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
名单是由光明日报社和经济
日报社联合发布 ,从 2008 年
起开始评选,到今年已经是第
九届。

“文化企业 30 强”依照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指标
进行排序。入围企业的主营业
务属于文化创意、影视制作、
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
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
和动漫等并占业务总量的
60% 以上。

此外,入围企业均需满足
最低经济效益指标：广播影
视、新闻出版和文化新业态3
个类别，以主营收入和净资
产双过10亿元、税前利润过
亿元为推荐标准；文化艺术
类别，以主营收入或净资产
过亿元、税前利润过 100 万元
为推荐标准。

全国文化企业 30强

丨背景丨

丨评论丨

丨链接丨

山山东东有有线线营营业业厅厅内内，，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耐耐心心细细致致地地为为用用户户服服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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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获得“全国文化企业30强”
提名，2016年获评“全国文化企
业30强”，今年又蝉联30强，这与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的企业
文化建设密不可分。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自
整合以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积极发扬文化企业的属性和
特性，将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得有
声有色。

重视精神文明创建

在整合之初，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就提出，发展要坚持

“八大强企”战略，即：政治强企、
战略强企、技术强企、人才强企、
管理强企、文化强企、创新强企、
服务强企。公司一直把文化建设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坚持“文化
强企”的牵引作用，不断通过多
种形式加强文化建设，旨在以
文化建设带动企业活动、助推

企业发展。
2014年初，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编订《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文化建设公约》，并将此作
为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这
也成为该公司员工们共同遵守
的思想行为准则。“有线人，无限
爱；齐奋斗，共精彩”“宽待人，
严律己；少计较，多奉献”……

《公约》里提到的企业理念和原
则，成为每个员工张口就来的

“口头禅”，大家真正把公约内
容践行到了实际工作中。

自2013年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以来，

大胆探索，创新进取，建立了省
级文明单位建设工作长效机制，
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良
好发展势头，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年年都上新台阶。截至2 0 1 6年
底，公司总部和下辖16家市级公
司中，获得省级文明单位的有4
家，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的分(子)
公司有9家。

主题活动树立品牌

为了贴近用户、服务用户、
回馈用户，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以“欢聚有线 畅享无限”为
主题，连续举办了两届山东有线

用户节，注重发挥品牌效应和公
益活动社会影响力。

此外，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还举办了山东省首届全民广
场舞大赛，历时3个多月，覆盖全
省17城市，参赛队伍近2000支，为
老百姓展示了1 5 0余场精彩演
出。目前，第二届全省广场舞大
赛已经启动。

对外注重以主题活动树立品
牌，对内也开展各种主题培训活
动，建设学习型企业。内训师选
拔大赛、“阳光课堂”“高管讲堂”
等培训活动，让公司员工们的学
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丰富的文化建设载体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以
《文化建设公约》为引领，逐渐丰
富文化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以多
种形式展现企业文化并增强员工
的参与度；通过加强内、外部宣
传，提振士气、提升企业影响力。

对内，以内刊为载体向全体
干部职工及时传递集团要闻、发
展成绩，给大家一个交流发展经

验和工作举措的平台。对外，设
立公司官方网站，这既是展示公
司活动的对外官网，也是他们展
示日常工作的最便捷平台，弥补
了内刊版面的有限，鼓舞了公司
员工的宣传积极性。

除了公司网站之外，山东广
电网络有限公司还充分利用全
媒体公司旗下的新视听网站配
合宣传，搭建“山东有线今日头
条号”矩阵，通过全新融媒体建
设，展现企业文化“软实力”。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在
发展过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参与公益事业，教育引导员
工团结友爱、扶危济困、奉献爱
心。成立山东有线“爱心基金”、

“山东有线志愿者服务队”、设立
“善行义举榜”，弘扬社会道德正
能量。形成“人人做好人，人人做
好事，好事上好榜，好人有好报”
的企业文化氛围，为建设先进企
业文化、深化改革创新提供精神
力量和道德支撑。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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