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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伴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站上了世界
的舞台，参与着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
合作。这些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形
式、结构和规模等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而在此时，青岛这座城市深化推
进改革开放，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探索试行现代国际贸易运
行机制。

目前，以货物的进出口为主要依
据的传统对外贸易指标体系已经很难
客观地反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际水
平。启动运行与经济实际运行相匹配
的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成为了题中
之义。

海尔可是青岛 “走出去”企业中
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海尔在海外市
场先后并购日本三洋、新西兰斐雪派
克、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在全球
设立了 5 大研发中心，在海外就地采
购、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已经成为新
常态。2015 年，海尔在海外就地生产
销售额已占到其全球销售总额的1/3。

这样的企业在青岛这座开放的城
市并不在少数。青岛海信、青建集
团、山东电力建设三公司、青岛金
王、青岛赛轮、新华锦集团，即发针
织……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着
各自在海外“走出去”的生动发展曲
线。境外投资、境外销售正在成为企
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经济全球
化成果的基本生产方式。

为了能更好地摸清底数、掌握第
一手资料，青岛市召开现代国际贸易
指标体系务虚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
普遍认为，在当前传统对外贸易加快向现代国际贸易转变
的大背景下，建立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的时机已趋成
熟。就青岛而言，国际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积极成效。

北京大学教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研究院院长武常
岐表示，统计体系要与全球化的发展相适应，提出全球价
值链，就是要把投资贸易整合在一起，这一点上，青岛做
在了前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宏观政策的一种需求，政府
需要一些指标去判断经济究竟处在什么状态，因为现在的
指标已经无法判断经济全球化的情况。

青岛科技大学教授李立介绍了 《青岛国际城市 GNP
（GNI） 测算研究报告》的有关情况，为青岛建立现代国际
贸易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据了解。今年 1—7 月，青岛市实现国际贸易总额
3487.8 亿元、增长 0.4%，其中货物进出口 2773.5 亿元 （含
货物出口 1532亿元、货物进口 810.7亿元），与去年同期持
平；服务进出口完成 430.3亿元、增长 36.2%；境外投资企
业海外销售额714.3亿元、增长2.3%。

为此，全新的青岛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将主要包括
货物贸易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即服
务进出口总额、境外投资企业海外销售额三个部分。

“作为贸易大国，中国要争取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者。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是统计体系、考核体系，也是
评价体系，是国际贸易的政策导向和‘指挥棒’。青岛率先
构建现代国贸指标体系的尝试迈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加
快传统国际贸易向现代国际贸易转变的重要一步。”商务部
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所长李俊说。

“青岛在2016年已经把现代国际贸易指标纳入整个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考核体系中，既要考核货物经济也要考核服
务经济，既要考核利用外资又要考核对外投资。”青岛市商
务局局长马卫刚表示。他介绍说，探索建立现代国际贸易
指标体系，在货物贸易统计体系的基础上统筹纳入服务贸
易和境外投资企业海外销售额两项指标，有利于打破传统
思维模式和工作套路，创新工作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双向投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催生更多新的增
长点，从而更全面客观反映国际贸易真实水平。

据悉，早在 2013年，青岛就启动实施了 《国际贸易中
心城市建设纲要》、推进实施电子商务引领发展、国际货物
贸易提升发展、国际转口贸易突破发展、国际服务贸易跨
越发展、国内外贸易融合发展“五大行动计划”，为试行现
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奠定了实践基础。

目前，青岛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城市，国际城市呼唤与之
相配套的现代国际贸易运行机制和评估体系。现代国际贸易
指标体系的探索运行，可以为青岛建设国际城市量化目标，
更有利于科学的指导和评价国际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

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青岛的城市发展总是先人一步。

今年 1 月，随着国务院批复 《青岛
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 年） 》，
青岛的城市定位由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
经济中心城市提升为国家沿海重要中心
城市。

如何将这一新的定位变为现实？
为此，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优势，

青岛提出建设“三中心一基地”。山东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表示，

“三中心一基地”是青岛市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主打战役，有助于青岛实
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发展，加快推进国家沿海重要
中心城市建设。

激活创新基因

傍海而生，依海而强，靠海发展的
青岛，其城市血脉里流淌着海洋文明崇
尚进取、不畏挑战的创新基因。

实际上，青岛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
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不仅是为了
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而是站在更
高的视角，担当起引领东部沿海乃至全
国科技创新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技术创
新工程试点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任务
的城市，青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生
产总值比重已上升到 2.81%；市级以上
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达 908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964家。

近年来，青岛服务产业获得诸多发
展优势，发展势头同样欣欣向荣：

获批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中国 （青岛）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青岛港
董家口港区口岸对外开放获国务院批复
……

“十二五”期间，青岛服务业发展
迅 速 ， 已 占 到 生 产 总 值 的 “ 半 壁 江
山”。作为青岛服务业发展的旗帜之
一，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果
斐然：获批两年多来，青岛金融产业规
模、质量、效益得到全面提升，首批财
富管理创新试点政策顺利实施。截至
2015 年末，金融业增加值是“十一五”
末的 2.4 倍，一个面向世界的财富管理
中心正在加速崛起。

作为滨海城市，依托海洋进行城市
建设，建设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
理所当然成为青岛发展的未来方向之
一。

数据显示，去年，青岛市实现海洋
生产总值 2093.4亿元，与此同时，海洋
经济占GDP比重突破22%。

目前，在产业方面，青岛已基本形
成涵盖滨海旅游、涉海产品及材料制
造、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设备制造、海
洋水产品加工和海洋渔业等六大海洋产
业集群。

在涉海人才领域，青岛占据绝对优
势——全国 26%的涉海优秀人才在青
岛，其中高端人才比例达 30%。此外，
青岛还有深海基地、中国海洋大学等，
国家也已批准在青岛设立第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 《中国制造 2025》 的提出，青
岛的工业发展也在谋求新的转型升级路
径——剑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青岛从过去举足轻重的全国轻纺工业基
地，到现在闻名中外的中国品牌之都，
其工业已然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转型发
展之路。未来，依托“海洋+、标准
化+、国际化+、创新+”等城市发展战
略，“青岛智造”未来可期。

放大辐射半径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中，青岛一
直走在前列：上世纪初，青岛位列“广
大上青天”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享誉全
球；新中国成立后，青岛仍然是重要外
贸港口城市；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岛跻
身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去年，在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青岛被定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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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经国务院批
复，青岛城市定位提升为国家沿海重要
中心城市……

随着城市发展形势的变化，青岛的
发展战略也在不断调整：

2015年 10月，《青岛市海洋+发展规
划（2015—2020 年）》发布，重点突出“海
洋+新模式”、“海洋+新业态”、“海洋+新
产业”、“海洋+新技术”、“海洋+新空间”、

“海洋+新载体”六大重点任务。
去年底，实施“标准化+”战略写

入青岛市“十三五”规划。
今年上半年，青岛初步制定 《青岛

市 推 进 实 施 “ 国 际 化 + ” 行 动 计 划
（2016/2017）》，作为落实国际城市战略
实施纲要的具体工作方案。对于国际城
市战略推进，青岛将对标新加坡、鹿特
丹、香港、上海等国内外10大国际化城
市，分“三步走”实现，并部署了 100
件实事。

近日，作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青岛出台 《关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建设国家东部沿海重

要创新中心为目标，以“创新+”引领
全市发展大格局，让“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浪潮成为驱动这座城市发展的
新引擎。

有专家认为，“三中心一基地”的
提出，与青岛提出的“海洋+”、“标准
化+”、“国际化+”、“创新+”等发展战
略一脉相承，统一于青岛建设国家沿海
重要中心城市的目标中。

其中，青岛提出加快建设国家东部
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淘汰落后产能，
优化产业结构，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
域、创新领域，是其深入推进供给侧改
革的必然选择。加快建设国内重要的区
域性服务中心，则表明未来青岛的经济
结构将向中高端服务产业转移。建设国
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是青岛对自身
海洋经济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则是
青岛工业的又一次整体转型升级。

未来，“三中心一基地”的推进，
将成为青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城
市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有效放大城市辐射半径。

落实行动计划

如今，青岛已然启动“三中心一基
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形成工
作推进机制，近期将筹备召开全市“三
中心一基地”建设动员大会、健全组织
构架、拟定工作计划、建立指标体系、
筛选重点项目、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为青岛划定了清晰的发展新路径。

青岛市市长张新起表示，青岛将以
人才和科技为核心，以产业创新为主
导，以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为主线，
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以
金融、信息服务为核心，以提升现代服
务业高端化能力建设为主导，以业态模
式创新为主线，打造区域性服务中心；
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制高点，以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为主导，以海洋高端新兴
产业发展为主线，打造国际先进的海洋
发展中心。

在青岛的努力下，这些正在从蓝图
变为现实：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今年 6 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方案通过科技部专家论证，将以青
岛为核心区域，充分发挥中国中车行业
引领作用，全面建设立足中国、面向全
球，具有“聚智、协同、转移、辐射、
合作”功能的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
心。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是青
岛实施科技创新行动中建设的“十大科
技创新中心”之一。

而围绕建设国家东部沿海重要的创
新中心，青岛将推动实施科技创新、产
业创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文化创
新、金融创新等十大创新行动。

推进国家重要的区域服务中心建
设，青岛已然将计划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

结合核心服务功能培育，青岛在
“推进国家重要的区域服务中心建设行
动计划”中对资源支撑情况进行系统梳
理，提出京东电子商务产业园等服务业
新经济形态17个园区载体清单，海尔消
费金融服务平台等 60 多个创新平台清
单，12 大类 130 多家国家重点招商目标
企业清单，20余项“一带一路”服务业
合作项目任务清单和 126个投资过 10亿
元的服务业重大建设项目清单。

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国际先进的海
洋发展中心，青岛前期积累优势明显。
今年，青岛提出，使海洋经济增速保持
在 12%以上，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同比
提高 1 个百分点左右。具体到行动上，
青岛蓝谷核心区将推进机构法定化改
革，西海岸新区则推进创建自由贸易港
区工作，打造全球海洋开发合作示范平
台，红岛经济区创建国家自主示范区，
崂山科技创新城区打造国家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和国家蓝色产业创新基地。

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建设，青岛则将围绕打造蓝色制
造、高端制造、新型制造高地，规划了
12个产业领域、40个重点方向的发展路
线图。

青岛大型生物质能源项目成国家试点

本报电 日前，由青岛华通集团、青岛能源集团共同投
资，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合作的新能
源项目——青岛市大型生物质能源项目，被国家发改委批
复为生物天然气项目试点。该项目采用中科院专利技术，
以秸秆和蔬菜尾菜等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质天然气与生物
有机肥，总投资3.1亿元，占地90亩。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底
竣工，将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生物质能源项目、国内
首个秸秆和蔬菜尾菜综合处理项目。

青企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超过1000个

本报电 今年以来，青岛市支持企业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重点向十条千亿级工业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倾斜。据
统计，截至目前，青岛市已组织382家企业、立项实施技术创
新重点项目1161个。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申请专
利5045件，同比增长7.7%，其中，发明专利增长27.9%。

青岛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6.5亿美元

本报电 来自青岛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青岛
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规模约6.5亿美元。其中，零售出口货
值 710.6 万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3 倍，零售进口货值 905 万
美元。

据悉，自青岛全面实施电子商务引领发展行动计划以
来，出台多项举措和办法，以促进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为突破口，构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体系、现代
商贸流通升级促进体系、农村电子商务立体推进体系，提
升“互联网+商务”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和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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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双创”、中国制造2025……近年来，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中国提出一个个全新发展理念。对于地方城市，
将这些发展理念与自身发展特点和优势相融合，确定城市发展新方向，研究城市发展新路径，谋划城市发展新突破，是新常
态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因此，青岛确立了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国内重要的区域性服务中心和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以及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青岛提出的“三中心一基地”发展理念，为青岛近几年来相继提出的“海洋+”、“标准化+”、“国际化+”、“创新+”等
发展方式提供推进的平台和载体，在确定未来经济发展定位的同时，也成为青岛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怎么建

青岛提出“三中心一基地”方案
赵 伟

青岛浮山湾青岛浮山湾。。 王海滨王海滨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位于青岛市南区的“海洋U+”众创空间，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海洋信息采集系统。 张进刚 李 杨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