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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链接支点

当前，“双循环”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词，赋予青岛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从国内大循环看，青岛既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
又是“北方第三城”、黄河流域的经济出海口，是推动
黄河流域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重要平台，拥有连接
南北、贯通东西的“双节点”价值，对促进各类市场
资源要素加速流动、循环、联通有着独特的枢纽作
用。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看，青岛是东向日韩、西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节点。
为放大“双节点”优势，青岛提出打造国内大循

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链接。
“十四五”期间，青岛将把扩消费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泉，扩大中高端供给，实施质量强市和
品牌战略，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青岛
将坚持“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协同发力，全面实施
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外贸企业出口转内
销，把对外开放优势延伸转化为开拓国内市场的优势。

同时，青岛将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实施数字生活
新服务行动，打造高品质重点商圈和特色商业步行
街，发展文化消费、体育消费、时尚经济、首店经
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

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青岛也迎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机遇叠加，为青岛服务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城市能级拓展了战略空间。

开局之际，青岛将加快中日韩消费专区、中日
（青岛） 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建设，打造山东国际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做强棉花、橡胶等特色优势品种交
易。与此同时，青岛还将加快建设 7个国家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借助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三试
点”，探寻“卖全球”“买全球”“服务全球”的高质量
发展路径。

构筑互联互通物流大通道，也是畅通“双循环”
的重要一环。青岛将统筹海陆空铁“四港联动”，构建
以青岛为核心节点的空中丝绸之路和国际陆海联运

“双走廊”，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推动形成内联
外通的开放网络体系。

在海上，青岛将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与日韩
等境外港口“多港联动”，畅通中日韩“海上高速公路”。

在空中，青岛将提升胶东国际机场全球门户枢纽
功能，新开或加密国内外客货运航线，打造全国重要
的国际中转口岸。

同时，青岛将畅通多式联运通道，壮大中欧班列
青岛集结中心，深化自贸试验区海铁联运过境集拼试
点，建设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多式联运组织中心，打造
成为全国面向全球买货的重要上岸点。

坚持创新引领

“十四五”期间，创新也被放在青岛发展的重要位
置。2021年，青岛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高水平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心和创业城
市，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未来五年，青岛将全力建设创业城市和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持续高水平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心，推动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激发
全社会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青岛提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设长江以北
地区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为此，青岛将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建设，提升国家高速列车技术
创新中心、山东能源研究院、国际院士港等重大平台
创新能力，前瞻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离不开国际科研合作。青岛
将深化与日本、韩国、德国、以色列等重点国家科技
合作，建设中德青年科学院，建立国际灯塔式开放创
新平台，打造常态化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展示和交易
中心。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青岛将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体系，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计划，培育行业
领军、独角兽、瞪羚、单项冠军、“小巨人”、隐形冠
军、专精特新企业，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业群。

面对浩瀚海洋，青岛将开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澎湃序曲。青岛将加快建设中国海洋工程研究

院、国家深海基因库等重大项目，推进超算中心、海
洋科学考察船队、大洋钻探船、海上综合试验场等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战略性海洋科技力量，实
施“透明海洋”“蓝色药库”大科学计划，攻克重大前
沿科学问题，掌握核心技术。

更高水平开放

“十四五”期间，青岛提出持续放大更高水平开放
优势，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高
能级开放大平台，用平台思维整合全球优质要素资
源，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青岛将在贸易、投
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便利化自由化等方面先
行先试，打造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国际供应链重
要枢纽、生命科学创新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

青岛还将建设运营好“国际客厅”，打造链接国际
高端资源的平台。在目前青岛已经搭建起中韩国际客
厅、中德国际客厅、中日国际客厅、中以 （以色列）
国际客厅、上合国家客厅的基础上，2021年，青岛将
加快建设黄河流域开放合作国际客厅，建设法国国际
客厅等国际客厅以及数字国际客厅、资本国际客厅，
面向海内外宣传推介，打造汇聚国际、国内资源的链
接新渠道。

与此同时，作为胶东经济圈中心城市，青岛将当
好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引领者”，引领胶东经济
圈努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这是青岛面向“十
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青岛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加快推动胶东经济圈
强核聚群、抱团发展，共建高效交通圈、绿色生态
圈、互补产业圈、国际朋友圈和幸福生活圈。

同时，青岛将发挥胶东经济圈在中日韩地方经贸
合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构筑中日韩深度合作“胶东
渠道”，争创中日韩自贸区先行示范区，打造中国面向
日韩的开放门户。

当好“引领者”，在更大的坐标中定位自己，青岛
将发挥港口门户城市优势，与黄河流域重点城市联合
建设海铁联运中转基地，推动黄河流域省会 （首府）
和胶东经济圈“9+5”城市东西互济陆海联动开放合
作，助推胶东经济圈、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本报电 日前，由青岛市政府主办的
“上海企业家走进青岛”活动暨青沪企业家联
谊会成立大会在青岛举行，来自青沪两地的
200多位企业家和商协会负责人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31 个青沪两地合作项目现场
签约。据悉，这 31个项目包含两地商协会和
平台类合作项目 10 个，基金类项目 6 个，产
业类项目15个。

其中，6 个基金类项目管理规模 277 亿
元，包括 36氪科技创投基金项目、青岛国泰
君安新兴一号股权投资基金项目、软银中国
资本基金项目等。

同时，总投资199亿元的上海技术交易所
项目、爱回收项目、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
场项目、科创产业园项目、融召氢能科技产
业链项目、昌进生物合成蛋白质项目、荷兰
夸特纳斯华北区域总部项目、赛捷公务机制
造基地项目、澳钰集团北方总部项目、摩贝
集团工业互联网北方总部项目等 15个产业类
项目进行了签约落地，涉及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信息技术服务、精品旅游等多个领域。

商协会的合作是两地合作的重要平台和
载体，对加强两地的合作交流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现场，新沪商联合会与青岛市中
小企业服务机构联合会、上海市山东商会与
青岛市江苏商会等 10个行业协会商会进行了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据了解，近年以来青沪两地企业家频繁
互动，合作交流平台不断丰富和拓展。2020
年青岛—上海现代服务业交流与合作对接
会、青岛与上海自贸区企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在上海成功举行，青岛多次派出考察团到上
海，通过联络商会协会、拜访头部企业等，
学习上海市场化、法治化、开放型的先进理
念、经验、做法，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
等优质资源要素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青岛。

下一步，青岛将积极引入上海在资本金
融、航运贸易、商务服务等方面的优质资
源，深化与上海涉海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
并在服务贸易、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领域
开展多元合作交流，携手打造引领北方开放
发展的新高地。 （宋晓华）

中德生态园绿色发展获认可

本报电 近日，中德生态园荣获“2019 年
度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绿色发展最佳实践园区”
称号。园区自2019年11月正式受邀成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会员单位，作为
新成员从全国国家级园区提报的 60多个案例中
脱颖而出，这标志着中德生态园绿色低碳发展
实践成效再次得到广泛认可。

此次评选，联盟结合园区“中德合作超低
能耗建筑示范先导区”实践经验，综合考虑园
区绿色发展的有关指标以及案例的规划引领
性、创新示范性和模式复制性等情况，最终授
予园区“2019 年度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最佳
实践园区”称号，全国共十家单位上榜。

青岛法国国际客厅启动建设

本报电 日前，位于青岛的上合示范区管
委会与法国埃顿集团在上海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建青岛法国国际客厅，建设智慧工业
园、新能源项目、智慧医疗项目等，总投资额
约2亿美元。

据悉，青岛法国“国际客厅”选址上合示
范区，目前已启动前期的设计规划工作，预计
面积将达 4000余平方米。埃顿集团成立于 1997
年，是国际知名的综合设施管理企业，在产业
地产运营管理、能源优化与智慧服务管理平台
等领域具有强大优势，将把来自法国等欧洲国
家的工业互联网创新资源与创业项目导入法国
国际客厅的工业创新中心，并进行相关工业产
品的集中展示，采取“园区+企业”的运作模
式，助力上合示范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新平台。

中科曙光一创新基地在青开工

本报电 1月9日，中科曙光数创液冷产业
创新基地项目在莱西经济开发区胶东一体化发
展先行示范区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该项目是中
国信息产业领军企业中科曙光的重要战略布
局，主要建设世界领先的液态冷却技术与产品
研发中心，开展面向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领
域的液态冷却技术研究，建设面向相关领域的
液冷设备组件生产和整机总装工厂。项目建成
后，将集聚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为周边
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开辟
新赛道。

（本栏目整理：杨 瑶 于 越）

本报电 2021年1月11日，由中
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中国银行业协
会、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等联
合主办的第八届存货融资与担保品管
理研讨会暨青岛自贸片区航贸金发展
创新周在线举行。

在双循环新格局和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重构的大背
景下，青岛市正在稳抓机遇，积极发
挥青岛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双节点作
用，研讨会将进一步聚集各界力量，
推动航运、贸易和金融创新耦合发
展，持续赋能。

研讨会上，中国仓储与配送协
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物资储
运协会联合在线发布了《全国性可流
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规范》 团体标
准，同时三家行业协会还与山东自贸

区青岛片区在线签署 《合作协议》，
将共同就“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建
设”开展深度合作，促进全行业规范
发展。

会上，作为全国唯一的公共性仓
单信息登记平台——中仓登数据服务
有限公司在线揭牌，落地山东自贸区
青岛片区，至此，全国性可流转仓单
体系建设正式在青岛启动。

目前，存货融资正日渐被业内
视作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路
径之一。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会长沈绍基
介绍，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存货

（仓单） 融资有“三方协议”与全国
性可流转仓单两种主要模式。国家标
准委已经先后颁布了《仓单要素与格
式规范》《担保存货三方管理规范》

两项国家标准，中国仓储与配送协
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物资储
运协会也于近日联合发布团体标准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规
范》，这几项标准为规范开展两种模
式下的存货 （仓单） 融资提供了基本
的规则与流程，将有序指导广大仓储
物流企业、商品生产流通企业与相关
金融机构以现行法规政策为依据，推
动了两种模式下存货 （仓单） 融资的
规范、持续发展。

中国银行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
中小企业的担保物十分有限，78%左
右的资产表现为应收账款、存货、设
备、产权凭证等动产，因此，大力发
展动产融资业务能够有效缓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让更多金融活水流
向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

难。要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在发展存货
融资业务中，充分运用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金融科技手段，积极探索、参与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机制建设
工作，更好地保障仓单的真实性、唯
一性与可兑现性，实现货物、仓单及
现金三者之间的交易便捷。

据悉，为期五天的研讨会集结了
国内外 40 余位专家学者。会议期
间，与会专家将围绕新形势下存货融
资规范发展、存货资产数字化、存货

（仓单） 法律与规制建设、支持性服
务和自贸区发展五大专题进行深度
研讨，所涉议题将对中国存货融资
与担保品管理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
义，有利于促进新形势下存货 （仓
单） 业务规范发展，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杨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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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扬帆启航“十四五”
宋晓华

青岛扬帆启航青岛扬帆启航““十四五十四五””
宋晓宋晓华华

“十四五”时间已然开启。日前召开
的青岛“两会”将这座城市2021年开局
以及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呈现在人们
面前。

站在更高起点，青岛市将以开放促
进创新、以创新倒逼改革，积极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体、综合、全

方位、内生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未来五年，青岛将聚焦提升城市能

级，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推动城市数
字化转型，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
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链
接，基本建成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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