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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牵头推动，山东省人社厅支持保障，烟
台、潍坊、威海、日照共同参与筹建的胶东经
济圈人社一体化合作新平台——胶东经济圈公
共就业与人才服务联盟正式成立并启动运行。

该联盟旨在通过在胶东各市打破壁垒、取
消掣肘、消除障碍，畅通胶东五市人社业务融
合贯通，逐步达到“就业创业协同共建、人才
人事携手共赢、社会保障便利共享、劳动关系
联手共治”，推动胶东半岛成为人才集聚的高
地、创业创新的乐园、百姓就业便利社保互通
的工作生活福地，为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社支撑和保障。

据悉，胶东五市人社领域的合作，在汲取
国内外一些成熟的经济圈 （都市圈） 人社一体
化发展成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凝聚和展现了
胶东五市的智慧和特色。

该联盟采取胶东五市+山东省人社厅的
“5+1”运行机制。需要各市突破的，由胶东五
市会商，需要山东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由山
东省人社厅推动解决。其中，研究有关海洋人
才、涉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就
业和人才事项等重要会议，邀请东营市、滨州
市参加。

联盟实行联席会议决策机制、联席会议办
公室协调机制、业务专班执行落实机制、业务
专班省厅协调专员推进等六项工作机制。

此外，联盟还推出 24 项人社一体化合作
事项，涉及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
劳动关系、信息化建设等人社全业务范围。在
就业创业方面，包括就业创业优化公共就业服
务、联合开展招聘活动、协同开展就业创业服
务、优化毕业生就业服务、合力发展家庭服务
业 5 项；在人才人事方面，包括打造招才引智

品牌、打造人才资源对接平台、推进技能人才
协同发展、探索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格互
认机制、探索人事考试合作 5 项；在社会保障
方面，包括建立社会保险待遇资格互认互通机
制、实现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便利化、推进社保
卡“一卡通用”、探索建立工伤认定调查协作
制度、推进劳动能力鉴定互认和医学专家库资
源共享、探索建立社会保险稽查联动机制 6
项；在劳动关系方面，包括建立劳务派遣联动
监管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研究会商机制、建立
劳动人事争议预防交流平台、建立劳动维权联
动处理机制 4 项；在信息数据强化支撑方面，
包括赋予联盟信息数据管理权限、开展公共服
务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试点、社保待遇领取人
员查询和认证权限 3 项；在改革创新试点落地
方面，包括打造人社工作改革创新试点平台这
1项。 （赵 伟）

本报电 7 月 10 日，伴随着“穆勒棉兰”轮汽笛
鸣响，山东省港口集团·海陆马士基亚洲孟加拉直达航
线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成功首航。

据悉，该航线是占亚洲班轮市场份额第二位的海
陆马士基亚洲有限公司在中国北方港口开通的首条孟
加拉直达航线。该航线将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航线首
挂港和中国北方唯一挂靠港，沿途挂靠青岛、上海、
宁波以及丹戎帕拉、巴生、吉大港等东盟及南亚地区
主要港口，配备 5 条 2806TEU 集装箱船，每周一班。
据了解，“穆勒棉兰”轮将在青岛港卸下 790TEU，装
载 1280TEU，出口货运主要包括农产品、纺织品、工
程机械等。

据了解，该航线的开通将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加快
捷、稳定的海运通道，进一步扩大山东对孟加拉国纺
织服装类产品的贸易进出口优势，为“后疫情时代”
推动中国北方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这条航线是海陆马士基在青岛开通的第八条东南
亚直达航线，是整个华北地区第一条孟加拉直达航
线。同时，这也是继 6 月 13 日山东港口青岛港海陆马
士基进口直达冷链新航线开通以来，我们跟山东港口
开通的第二条东南亚直达航线。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开
通两条东南亚航线，体现了我们对山东市场的信心和
对山东港口优质服务的信心。我们将加强与山东港口
的全方位合作，联手为广大客户打造更好的服务平
台。”海陆马士基亚洲北方区总经理段从富表示。

据悉，今年以来，山东港口新开通外贸集装箱航
线 14 条，航线总数近 300 条，数量和密度稳居北方港
口首位，加速了青岛港作为东北亚航运枢纽的中心地
位，越来越多的船公司选择青岛港作为新开航线的北
方唯一挂靠港。上半年，山东港口加快打造集装箱国
际枢纽港，接连开通连云港、青岛、威海、日照四港
互联互通的3条外贸内支线，此次“穆勒棉兰”轮装船
中就分别有来自连云港、威海、烟台经外贸内支线中
转到青岛港的集装箱，充分体现了一体化红利的不断
释放。 （赵 伟）

放大坐标彰显特色

如今，已站在了中国新一轮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前沿的青岛，如何进一
步明确发展定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青岛的发
展路径是放大坐标，找准差距，对标
先进。

去年，青岛与第三方知名世界评
级机构“科尔尼”联合，站在全球视
野，调研了135个国际城市，其中包
含 75 个海洋城市的优势发展路径，
并对青岛国际城市建设情况进行了综
合评估，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到青岛所
在的坐标，找到青岛与先进国际城市
的差距。

站在当前，给出现阶段青岛推进
实施国际城市战略的机遇和挑战，结
合青岛资源禀赋，构建了推进国际城
市建设的六大维度——“航贸枢纽”

“活力宜居”“产经活动”“人才吸
引”“创业创新”“时尚创意”，并为
每一个维度找到了现阶段工作着力
点，形成30项具体指标。

对应 30 项具体指标，青岛制定
了推进“国际化+”《行动计划》，按
照“企业、市场、产业、园区、城
市”五个国际化工作目标，将“国际
化+”的行动计划落实为 139 项具体
工作实事，让青岛建设国际城市战略
的目标愈加具体有形和清晰，用“国
际化+”高标准提升整个城市发展能
级，推进高质量发展。

对标先进，青岛并非简单的拿来
主义，而是结合自身条件，建设特色
鲜明的国际城市。

得天独厚的海洋港口资源是青岛
最大的本土优势。青岛学习借鉴荷兰
鹿特丹、澳大利亚悉尼等港口城市的
先进经验，加快提升海运货运量；同

时借鉴学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经验，打造国际航运贸
易金融创新中心。

金融的国际化是国际城市的重要
标志。青岛将充分利用“中国财富管
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
牌，学习借鉴英国伦敦、新加坡金融
产业集聚模式，提升青岛金融产业集
聚度；学习深圳政府引导基金经验模
式，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拓宽和
完善投资渠道，有序开展路演和定向
招商活动。

面向世界精准对标

青岛还根据《行动计划》涉及的
对标借鉴领域，配套编发了《“国际
化+”行动计划 （2020/2021 年） 对
标案例指导手册》，共收录来自14个
国家和地区的 44 个城市的对标案例
114宗，为青岛落实行动计划提供了
可参照的国际范例，让对标工作更加
具体可行。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细胞，企业国
际化是激发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动力。

青岛提出对标新加坡淡马锡模
式，面向全球引进国内外资本推进国
企混改，提升企业国际化；对标德国

“隐形冠军”经验，举办青岛德国隐
形冠军投资合作论坛；营造创新创业
氛围方面，学习借鉴美国硅谷打造良
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多方式提供创业
融资等方式吸引高端人才的经验做
法；对标以色列特拉维夫通过营建全
球媒体沟通平台、提供灵活的政府服
务、完善企业数据库等方式建设“创
新创业之都”的经验做法。

推进市场国际化，青岛着力拓展
城市对外开放平台。

在建平台集聚资源方面，青岛将
重点打造日本、韩国、德国、以色

列、上合国家实体“国际客厅”，运
用信息技术建设“数字国际客厅”；
在消费扩容提质方面，对标东京新
宿、韩国首尔知名步行街，申建国家
级步行街试点，发展“夜经济”，依
托地域文化打造城市夜色名片，发布

《夜间城市消费指南》。
推进产业国际化，青岛还着力塑

造城市动能转换优势。
青岛借鉴德国，通过出台法律、

设立创新资助项目、在融资体系中提
供政策性支持等方式打造工业互联网
之都；对标德国精准农业做法，推动
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建设中国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上合组织
地方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高端
农业装备产业基地 3 个基地或试验
区，打造“国际种都”地域农业品牌。

发挥好园区引领作用，是推进国
际化的重要路径。

在重点园区功能建设方面，青岛
上合示范区新增贸易企业400家，对
上合国家进出口增幅15%以上。借鉴
法国“营地”创业孵化器运营经验，
青岛建设上合青年国际创业孵化器项
目；加快发展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海
洋特色产业，落实106项改革试点任
务，新增市场主体1.5万家。

在特色园区建设方面，青岛的
举措包括高水平建设中德国际合作
园区，打造长江以北德国企业最集
中区域；打造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
中心核心区；推进国际院士港科教产
融合建设及生态体系的打造；建设
时尚创意产业园和国际纺织服装文
化发展基地。

提升城市软硬环境的国际化程
度，也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题
中之义。

在城乡规划建设和城市管理方
面，青岛对标学习新加坡、日本、德

国等先进经验，统筹区域性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打造社区空间
微更新试点、市政道路改造提升、老
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在城市现代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青岛对标美国、日本、荷兰社区养
老、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经验，建
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增加养老
床位，探索建立延缓失能失智保障工
作机制。

扎实推进不断提升

青岛建设国际城市，有步骤，有
章法，更有脚踏实地的践行。

推动 《行动计划》 的落实落地，
离不开全领域、常态化的推进落实机
制。青岛在全市范围内成立了国际城
市战略推进委员会，建立了国际城市
战略“8+30+1”推进工作机制，在8
个专项工作组总体框架下，细化分类
设立了 30 个专业工作小组，使得国
际城市建设覆盖青岛的方方面面。

“1”是建立了青岛市国际城市战
略专家咨询委员会，跳出青岛看青
岛，通过组建“专家智囊团”，为国
际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高质量发展提
出专业意见建议。

目前，该“专家智囊团”已吸引
一批外国驻青领事馆领事、世界五百
强企业高管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
自新加坡、美国、日本、德国、英
国、泰国等近10个国家，召开了3次
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收集
了 195 条对青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并已逐一梳理落实，确保每一条建议
都有反馈。

驰而不息，方能久久为功。青岛扎
实推进国际城市建设，让这座城市在
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也让“国际
化+”成为这座城市的时尚新标签。

胶东经济圈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联盟成立

青岛向国际大都市不断进阶
宋晓华

青岛浮山湾风光青岛浮山湾风光。。 张张 岩岩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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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港口集团·海陆马士基亚洲孟加拉直达航线
首航青岛港现场。 资料图片

山东省港口集团·海陆马士基亚洲孟加拉直达航线
首航青岛港现场。 资料图片

近日，青岛发布《青岛市推进“国际化+”行动计划（2020/2021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着力推进企业、市场、产业、园区、城市“五个国际化”，将“国
际化+”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发展基因中。这座城市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
尚”国际大都市的梦想，渐行渐近。

全球航运中心城市青岛排第15位
本报电 7 月 11 日，2020 年中国航海日论坛在上海开幕，

《2020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该论坛正
式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前10位
分别为新加坡、伦敦、上海、香港、迪拜、鹿特丹、汉堡、雅
典、纽约—新泽西、东京。青岛位列第15位，较2019年的第17
位提升两个位次。

据介绍，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包含3个一
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从港口条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
个维度表征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青岛首家“政务自助E站”运行
本报电 近日，青岛市首家“政务自助 E 站”在即墨蓝村

镇正式运行。“政务自助E站”内设政务服务综合自助终端、税
务自助办税终端、银行智慧柜员机等6台自助设备，可为办事人
提供 130 余项政务和金融服务，服务范围辐射周边 200 余家企
业，10万余名群众。

据了解，目前青岛市 76 项全市通办业务和 440 余项审批申
报业务实现“一机通办”。青岛市行政审批局将根据企业群众需
求，针对企业群众密集、办事需求较大的基层镇街，布设“政
务自助E站”，同时将自助平台向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基层社
区延伸，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居民正在用居民正在用““政务自助政务自助EE站站””办理业务办理业务。。 丁丁 冬冬摄摄

青岛建成国内最大规模5G智能电网
本报电 近日，国家电网青岛供电公司与中国电信青岛公

司、华为公司联合打造的5G智能电网项目建设完工，这是当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5G智能电网。截至目前，合作三方在青岛西海
岸古镇口、崂山金家岭、市南奥帆中心等地已部署30余个5G基
站，借助 5G 技术赋能传统电网转型升级，有效支撑 5G 智慧电
网应用，在提升供电服务质量、电网运检效率以及共建共享方
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本栏目整理：赵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