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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本报电 日前，工信部、财政部联合批复2016年度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
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立项，全国共有95个项目获批，青岛4个项目入选。自国
家2015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智能制造项目两年来，青岛共有7个项目入选并
获中央财政补贴，入选项目数量连续两年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第一。

据了解，青岛此次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专项的项目，分别是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速动车组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
项目、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纵梁柔性制造数字化车间项目、
青岛红领集团有限公司的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化妆品智能工厂建设
项目、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轮胎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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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青岛近 3 年，从最初的一个人都不认
识，到邂逅爱情，成为青岛媳妇，澳大利亚

“女汉子”安娜的故事带给人许多美好和意想
不到。

之所以称安娜为“女汉子”，是因为她追
求自由、我行我素的性格。

对于这个称呼，安娜欣然接受：“在英文中，
‘女汉子’被称作‘Tomboy’，用来形容不是很女
性化的女孩，这是家人、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称
呼。”在安娜的家庭里，她是年纪最小，而且是唯
一的女孩子，自小便与一群男孩子嬉笑打闹，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公主或者是芭比娃娃。我
会在公园里爬树，在追逐游戏中疯跑。”

这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女汉子”，自
启程来中国起，便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凭着对中国的向往，只
带两件T恤、一个背包、一张单程机票，便只身启程。

“来中国之前，因为对亚洲的热爱，我独自背包旅行，流连于南亚各国
家将近8个月。”安娜说。期间，她花了6个月时间研究中国的地形地貌、人
文历史、民族风情等情况。在看了无数外国人的评价之后，安娜对青岛充
满了向往。

通过互联网，安娜得到在青岛一所大学教建筑学的工作。到单位报到
后，靠着纸、笔和肢体语言，安娜独自在青岛街边小店买齐了生活必备品。

“当我到达青岛，看到现代舒适的超市和购物中心的时候特别兴奋。
我希望青岛未来也可以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精神和文化。”出
于对青岛良好的第一印象，安娜留了下来。

来到青岛后，意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这件事，让安娜定居在了这
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沿海城市。

在与朋友的一次聚会中，安娜碰到了土生土长的青岛人韩磊。
“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时，韩磊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安娜说，“虽

然有语言障碍，我们依然能马上明白彼此的意思。我不知道怎样去解释
这个现象，因为不管我怎么解释，听起来都好像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刚开始的相处确实很艰难。但是，我们都明白，我
们就是彼此要找的那个人。”让安娜高兴的是，现在，两人已经可以用英文畅
快交流。

今年初，安娜与韩磊在青岛正式举行了婚礼。
对于两人的婚姻，两个家庭完全接受。

“我的妈妈特别高兴。”安娜说，在她的家庭看来，安娜与中国人结婚是
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安娜的家庭非常开放，以至于她的两个堂姐一个
嫁给了印度人，一个嫁给了美国人。“我的父母都鼓励我追随自己的梦想和
内心。他们为我能够找到如此好的一个男人而感到开心。”

韩磊在安娜家庭里颇受欢迎，安娜在韩磊家里也同样得到所有人的
认可。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不受欢迎的或者不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安
娜说，最让她感动的是，婆婆将她当做女儿一样
疼爱，“我们经常就坐在那里，看着什么东西，然
后，她用中文、我用英语进行对话。虽然我并不
完全明白她说的话，但是我能从她的表情和身体
语言猜测出大意。”

婚后，安娜会继续留在青岛大学美国高考
ACT授权教学考试中心教学，帮助更多想到国
外求学的学生。同时，安娜打算等蜜月结束
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那样我就可以跟我的
家人更好地沟通了。”

中德生态园项目通过气密性测试
本报电 日前，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项目顺利通过建筑

整体最终气密性测试，结果完全符合并优于国际被动房认证对气密性的
指标限值。该测试的顺利通过，为项目最终获得德国被动房研究院

（PHI） 的权威认证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园区后期开展大范围的被动房
德式小区积累了经验。

据悉，作为目前亚洲最大的被动房单体公建项目，中德生态园被动
房技术体验中心设计、施工过程均严格按照德国被动式建筑标准，特别
是在被动式建筑的重要指标气密性方面做了良好处理，可以实现被动房
在舒适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消耗。

此外，此次测试完成的被动房公建项目最大单体气密性测试 （建筑
面积 13768.6 平方米） 及最小单体气密性 （建筑面积 124 平方米） 测试，
创造了国内被动房气密性测试的两个新纪录。

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节明日启幕
本报电 8月5日，为期10天的2016第八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

际海洋节将在奥帆中心盛装启幕。
作为青岛发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

支点城市双重优势的重要载体，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以“帆
船之都助推城市蓝色跨越”为主题，以帆船运动等航海休闲体育项目为
载体，以国际帆船赛事和奥帆文化交流为核心，突出国际性、开放性和
市民参与性，涵盖帆船普及、海洋人文科技、帆船文化交流、旅游商贸
休闲等板块，旨在助推青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融蓝色经济、
海上运动、海洋文化旅游、海洋科技、节能环保于一体的海洋盛会。

据介绍，节会期间，主办方将推出 7大板块、30余项精品活动，重
头戏当属“市长杯”国际帆船绕岛赛、青岛国际帆船赛、青岛国际OP帆
船营暨帆船赛这3大传统品牌赛事。

继去年造访青岛后，长108米的俄罗斯籍“帕拉达”号大帆船时隔一
年将再度停靠奥帆中心，为节会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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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青岛正式发布《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和《青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化+”行动计划

（2016-2017年）》，勾勒国际化青岛的蓝图，将“国际化+”这一全新的工作模式贯彻到各项工作中，深深

镌刻进这座城市的发展基因中，成为新时期青岛发展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青岛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尤其是2012年，青岛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建设宜

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将国际化上升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开启建设国际化都市的新征程。

从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到“一带一路”战
略中的“双定位”城市、全国第一个以财富管理
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再到近期董家口港获批对外开放，青
岛步履铿锵，一步一个脚印，走在加速国际化的
道路上。

去年4月，青岛发布了《关于成立青岛市国际
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的通知》，在市级层面设立了
8个专项工作组，面向全市各级建立了国际城市战
略推进工作机制，全面启动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实
施工作。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表示，实
施国际城市战略，是青岛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开放发展理念的一大举措，也是青岛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发挥本土优势的具体体
现。青岛要对标国际水准和眼界，把战略口号、
行动纲领转化为实际行动。

将蓝图变成现实，青岛科学布局、务实推
进。在今年2月发布《青岛市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推
进国际城市战略实施纲要》的基础上，7月连续出
台 《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 和 《青岛市
推 进 实 施 “ 国 际 化 + ” 行 动 计 划 （2016-2017
年）》两个文件。

面向城市未来发展，青岛按照“两个一百
年”的战略目标，将国际化建设统筹规划为3个阶
段，即基准启动期、实施展开期和中远规划期。

基准启动期 （2016年），基本形成宜居幸福的
现代化国际城市功能框架；实施展开期 （2017－
2021年），围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21
年初步实现建成区域性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
中远规划期 （2022－2049 年），围绕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到 2049 年建成在东亚地区经济实
力雄厚、城市文化软实力突出、具有较强世界影
响力的新型国际湾区都市。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的国际城市战略参照现
代城市管理职能国际惯例，调整了以往过多重视
城市发展经济调控的政府运作模式，特别突出把
标准化建设、城市功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等放到首要位置。

新征程：

“三步走”国际化目标确立

新标杆：

2050年实现高阶国际化
2008 年承办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项目，2014

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青岛成功举行，今年又迎
来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 （C20） 会议，青岛收获着
越来越多的国际瞩目。

来过青岛的海外宾客毫不吝啬对这座城市的
赞美。埃及前总理、可持续发展机构董事会主席
埃萨姆·谢拉夫在参加C20会议时就表示，青岛是
一座拥有开放精神、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无论
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服务都具有国际水平。

青岛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积极探索，形成了《青
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青岛选取新加坡、
旧金山、汉堡、鹿特丹、大阪 5个国外城市和具有代
表性的 5个国内城市作为对标城市，设计了国际竞
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成长力、国际吸引力和国际
支撑力5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

经测算，2015 年青岛低阶国际化的实现程度
为68.5%，对中阶和高阶国际化的实现程度分别为
53.7%和 44.5%。青岛以此为基础，结合发展实
际，争取到 2020 年低阶国际化实现程度达到 90%
以上，基本达到低阶国际化水平；到 2030 年达到
中阶国际化水平，具备向高阶国际化迈进的坚实
基础；到2050年争取达到高阶国际化水平。

从一级指标分析，2015 年青岛国际竞争力、
影响力、成长力、吸引力和支撑力5个方面低阶国
际化实现程度分别为69.6%、48.8%、83.7%、41.1%
和90.7%。这意味着，经过多年高速发展，青岛在
开放型经济、城市软硬件设施等方面取得较大进

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也较大。
青岛国际化建设不断提升，与数字同样具有

说服力的还有不争的事实。
入选首批中英地方合作中方重点城市，首批

获批建设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4次蝉联最具幸
福感城市榜首，5次入选“魅力中国——外籍人才
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十大城市”，多次获评“中国大
陆最佳商业城市”……一张张全新的开放名片彰
显了青岛的国际范儿，更为青岛提升城市国际化
水平、再造竞争新优势注入全新内涵和强大动力。

从二级指标分析，2015 年青岛 35 项指标中，
低阶国际化实现程度高于60%的有
23 项。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
PM2.5年均浓度、中心城区公共交
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固定宽带
家庭普及率、市区污水集中处理
率、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
数、亿元 GDP 安全事故死亡率等
指标实现程度已经超过了90%，这
说明青岛的产业结构优化、基础
设施水平、宜居幸福建设、人民
生活质量、安全生产形势等方面
总体发展良好，已经达到了低阶
国际城市的要求。

青岛的城市基础建设等“硬
件”越来越国际化，这为提升青岛

的国际吸引力增加了砝码。爱立信、雀巢、汇丰、杜
邦、日立、卡特彼勒、壳牌、道达尔、马士基、普华永
道、瑞穗、渣打、巴斯夫、庞巴迪……目前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中已经有 126 家在青岛投资设立了 248
个项目，用行动表示了对青岛国际化的认可。

同时，青岛低阶国际化实现程度低于60%的还有
12项。包括国际互联网及主流媒体呈现数量、国际
组织总部和地区代表处数量、每万人留学生数量、外
籍常住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国际会展年举办次数
等指标，这都表明青岛在国际知名度、国际事务参与
程度和对外吸引力等方面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

新路径：

“国际化+”打造青岛特色
有了指标体系，如何凸显青岛特色，将指标

落到实处，便成为青岛的下一道必答题。
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对

外开放重镇，青岛具有优越的自然区位条件和较
为雄厚的经济产业基础，这些都决定了青岛在迈
向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核心竞争力。

青岛选取了欧美、日韩、东南亚等 18 个先
进国家和地区的理念、标准和模式作为对标对
象，先后 8 次将 《“国际化+”行动计划》 起草
稿发至中央、省驻青有关单位等 70 多个相关单
位征求意见。同时，安排设在美国、新加坡、韩
国、德国的四个境外青岛工商中心进行了对标研
究，最终形成 《青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化+”行
动计划 （2016-2017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
划》），将国际化落实到 8 个方面共 100 项工作实
事。

青岛市市长张新起表示，推进实施国际城市
战略要全面推进、抓好落实，在“国际化+”上下
功夫，按照国际化标准，以一流的基础设施、城
市功能、人才环境、社会治理等来吸引和承载国
际要素资源。

翻阅《行动计划》，不难发现青岛这座城市的
胸怀与远见。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是青岛最大的本土优
势。青岛对标美国迈阿密、英国南安普顿、西班
牙巴塞罗那、荷兰鹿特丹，大力推动邮轮产业发
展，争取 2016 年青岛母港接待邮轮达到 70 航次，
接待游客达到6.5万人次；对标新加坡圣淘沙岛和
墨西哥坎昆岛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设西海岸凤
凰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对标瑞士少女峰等世界
一流景区，提升崂山旅游风景区、西海岸大小珠
山旅游风景区建设水平。

金融的国际化是国际城市的重要标志。青岛
将充分利用“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
块金字招牌，面向全球开展国际财富管理定向招
商合作。

同时，青岛将加快传统对外贸易向现代国际
贸易转变，建设东北亚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
市。目前，试行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已获商务
部正式复函支持并开展调研试点。青岛重点研究
探索货物进出口、服务进出口、海外销售额等项
指标“三位一体”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作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青岛口岸将创新建立具有国际引领水平
的跨境电商运行规则，并对标印度班加罗尔、爱
尔兰，建设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在建设生态环境保障体系方面，未来几年青

岛将统筹推进新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建设自然
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青岛”。

此外，按照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青岛将
实现市区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5%。研究引进美国土壤改良先进技术进行土地修
复的可行性，对老城区老企业工业用地变更商业
住宅用地实施土地修复工程。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是建设国际城市的题中
之义，西海岸灵山湾国际影视产业基地积极争取
举办青岛国际电影节，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东
方影都”。按照推进国际休闲体育城市和海上运动
世界之城建设行动计划，青岛将推进“帆船之
都”和“足球之城”城市品牌建设。

心中有指标、手上有标准、脚下有路子。全
面的指标体系涵盖青岛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让
城市建设的路径变得越来越清晰。

青岛随处可见外国面孔青岛随处可见外国面孔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青岛海洋节即将拉开帷幕青岛海洋节即将拉开帷幕 王海滨王海滨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