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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萨克斯坦刚闭幕的上合组织第十七次元首理事
会上，区域经贸合作引起积极关注。紧接着，6月9日，由商
务部亚洲司支持，青岛市主办的“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
商务对话会”东盟“10+6”专场在北京召开。

至此，由青岛首创发起的境内外双向互动的“欧亚经
贸合作园区”对话会已经接连组织了3场，另外两场分别是
面向“中东欧国家专场”和面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专
场”。

这是获得商务部支持的“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项
目，将建设成为“面向欧洲、亚太两大经济圈，国际物流贸
易引领、境内外双向互动”的国际贸易综合枢纽园区，并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迈向纵深，辐射到更广更深
领域。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作为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合
作平台，为欧亚区域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一个新
的平台。园区于去年3月成立，在中国境内依托青岛胶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陆海空铁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的功能
优势，与“一带一路”各国家地区形成双向互动交往，互联
互通，优势互补的新载体。

就在不久前，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率由哈萨克斯
坦驻华大使、俄罗斯驻华大使、塔吉克斯坦驻华使馆领事
等组成的代表团赴青岛访问时表示，“我们非常感兴趣听
到关于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介绍。欧亚经贸合作
产业园区独具特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通过参观产业园区，听取情况介绍，我们感觉到了合
作和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本次对东盟的推介会上，而来自海外的合作声音，
也让园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公使施志光：“马来西亚有好多
大企业已在青岛设立，例如百盛及香格里拉。欧亚产业园
区对整个东盟而言是个好机会，园区的设立将会极大惠及
马来西亚及东盟市场。

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郑美云：“青岛这座城市
本身的地理位置极富战略地位，我相信欧亚产业园区将促
进东盟、中国及其他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丹蒂表示，青岛港是
进入东部及东南部重要门口，2016年我们对青岛出口达到
7亿美元，增长 25%；青岛对印尼出口也增长，欧亚产业园
区的设立肯定会为青岛与印尼的关系增砖添瓦。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专员狄丽娜在发言中
表示，就在不久前，青岛企业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菲律宾
访问，达成诸多的合作意向，我相信这个园区会使各国
民众受益。

充分发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新亚欧大陆桥经
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支点城市”的双定位优势，
青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经贸投资合作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以东盟为例，今年1-4月份，青岛市与东盟进出
口总额近28亿美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17年4月，东盟
累计在青投资28.2亿美元，青岛企业累计在东盟投资46亿
美元。

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彭刚指出，青岛作为中国东部重
要的港口城市，与东盟“10+6”国家经济发展契合度高，对
接潜力巨大，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必将成为抢抓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的典范项目。商务部将一如既往支持
青岛继续加强与东盟“10+6”国家的经贸合作。

据悉，在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方案提出后，在境内，青岛已经先
后在“一带一路”南宁东盟博览会、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疆克拉玛
依论坛、乌鲁木齐亚欧博览会、青岛胶州“一带一路”板桥镇论坛等境内知
名平台上多次对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进行专题推介。青岛市商务局先后
派出 3支商务代表团，分赴新加坡、日本、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格鲁吉
亚、波兰、德国、荷兰等9国进行访问，在境外举办近10场欧亚经贸合作产
业园推介会，将共建园区的合作之花遍地撒播，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贸
易大通道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青岛下月可直飞莫斯科

本报电 记者日前从青岛机场获悉，由首都航空执飞、中俄两
国之间远程航线——青岛至莫斯科航线将于7月5日正式开通，这将
是青岛今年开通的首条洲际直航航线。

该航线每周共3班 （周一、周三、周五运行），全程飞行时间约
8.5小时。届时，青岛与欧美澳地区重要国际航点之间的联系将更加
便捷，将为青岛乃至山东省居民前往俄罗斯等地出游提供更大便利。

慧与全球大数据中心开建

本报电 日前，慧与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工建设。中国移动、大连华信、北京明
石、中国海洋大学等4家机构当天签约入驻慧与软件全球大数据应用
研究及产业示范基地。

据介绍，此次开工建设的慧与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投资10
亿元，将于2018年投入使用。研究中心主要功能为办公孵化器，定
位为连接政府、企业、高校、研究院所、资本和创业型企业的纽带
和中枢，将在学科、学术、技术、产业、机制等五方面形成具有引
领地位的大型创新平台，打造引领国际大数据产业发展潮流的“中
国数都”。

时速160公里城际动车首跑

本报电 日前，“都市圈里的快捷使者”上线开跑！随着浙江省
宁波至余姚城际铁路开通，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的我国首款时速160公里城际动车组投入运营。

宁波至余姚开行的城际列车，采用中车青岛四方为城际铁路量
身打造的CRH6F型城际动车组。它是我国首款时速160公里的城际
动车组，兼具高速动车组和地铁车辆两者的优势，具有快起快停、
快速乘降、乘坐舒适等优点，特别适合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素有

“铁路公交”、“都市圈里的快捷使者”之誉。

青啤崂矿成上合组织指定饮品

本报电 14日，青岛啤酒和青岛崂山矿泉水与上海合作组织的
签约合作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两个来自青岛的百年饮品品牌正式被
上海合作组织选定为官方指定饮品。

据悉，今年正值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6周年。在签约当晚举行的晚
宴上，两个青岛的饮品品牌隆重亮相，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
对青岛啤酒和青岛崂山矿泉水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的 6 月 27—29 日，以“标准让城市更加智
慧”为主题的国际标准化论坛将在青岛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将深度探讨如何用标准助推
创新发展，以标准引领时代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论坛的主办城市青岛正是
“标准化+”的先行者。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确定的标
准化建设示范市、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市，青岛在国
内首创以“标准化+”作为城市战略，打造出具有国
际水平的“青岛标准”。

率先改写国际标准

在企业界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三流企业做产
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

青岛海尔正是一流企业的典范。海尔不仅是中
国家电行业标准领航者，也是参与国际标准工作的
领军企业之一。

2002 年，海尔正式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防
电墙”国际标准提案，经过长达6年异常艰辛的国际
标准化征程，终于在 2008 年，实现了中国家电企业
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中“零的突破”，海尔由此成
为首家改写国际标准的中国家电企业。

海尔“防电墙”技术写入国际标准，不仅使得海
尔电热水器销量增长，还带动整个行业电热水器的
整体销量提升，更有效保证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此后，作为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提报
的国际标准制修订提案越来越多。

2015年 10月，海尔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交“冰
箱保鲜”全新技术标准提案并获得通过，为全球统
一了国际标准测试方法，这标志着中国家电行业实
现了牵头制定国际标准的零的突破。

海尔领航国际标准不局限于家电，它的触角已
延伸到智能制造、物联网等前沿科技领域。

在 2016 年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市场战略局年度
技术大会以及中德智能制造4.0部长级会议及标准
化工作组会议上，海尔集团代表中国企业积极发
声，参与国际智能制造标准的研讨和制定。

其中，以海尔互联工厂模式为基础提炼的智能
制造模式，分别入选了国际电工委员会未来工厂白
皮书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案例。

截至 2016 年 12 月，海尔累计提报了 90 项国际
标准修订提案，其中发布实施43项；海尔主导、参与
国家/行业标准修订410项，已发布365项。

海尔已成为中国提报国际标准制修订提案最多的
家电企业，也是国内主导国家行业标准最多的家电企业。

青岛海信也是国际标准化的积极参与者。海信从
2007年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显示技术委员会工
作，牵头组织起草了LED液晶背光分规范国际标准。

尔后，海信又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平板显示技术
委员会激光显示工作组组长单位，自2013年标准组成
立至今，已经有2项标准出版，5项标准在顺利推进。在
光模块领域，海信也参与了多项国际标准的制定。

同样来自青岛的中车四方在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上也频频出招：截至目前，该公司共参与了 14项
国际标准制修订项目，已完成了57项国家标准、122
项行业标准。

据统计，青岛现在共承担了25个国际和国家专
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主导或参与制修订
国际标准74项、国家标准650多项、行业标准700多
项，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青岛标准”体系已逐步构建。

“标准化＋”先人一步

青岛的“标准化”工作何以全国领先？
时间可以追溯到1930年，青岛生产出中国生产

的第一瓶矿泉水——崂山矿泉水。凭借其百年的品
牌优势和优质的质量，崂山矿泉水成为国内矿泉水
行业中的翘楚。迄今为止，中国矿泉水生产质量标
准，一直都是以崂山矿泉水的标准而制定的。

1964 年也是中国标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
年，是年出台的《青岛啤酒操作法》，成为中国啤酒
工业的第一个行业标准。

很多人想象不到，小小一滴青岛啤酒要经历
1800道关键质量控制点的锤炼：酿造用的大米必须
是脱壳 3天之内的新鲜米，使用高成本吸氧材质啤
酒瓶盖内垫以保持啤酒的新鲜度，7级 50多项检测
指标确保酿造用水的纯净……

管中窥豹。在青岛，像青啤一样先行一步制定标
准，从而成为行业领军甚至冠军的案例还有很多。

发明无负压供水技术、专利技术 4000 多项、研
发了8项国家重点新产品……青岛三利集团公司一
直专注于城市供水安全系统设计研发，近年来该公
司主持制定了《无负压给水设备》行业标准，将企业
的自有技术转化成国家标准，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创统科技发展公
司，承担了逆变电源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制定了相关领域国家、行业标准，企业知名度和
效益得到很大提升。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的青岛国林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则通过制定《水处理用臭氧发生器》行业标准，提升
了公司实力，成为全国最大的臭氧发生器生产企业。

梳理近年来青岛标准化工作的脉络，不难发现
其清晰的跨越路径。

2015年，青岛在全国城市中首个提出实施“标准
化+”城市发展战略，并与中国国家标准委签署了《关于
推动青岛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合作备忘录》。

2015年8月，国家标准委正式函复青岛市政府，
同意《国家家用电器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青岛）筹建
方案》，这是国家批准筹建的第一个行业领域的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

2015年年底，由青岛国信胶州湾交通有限公司
主导和参与制定的《公路隧道运营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规范》，是国内首部隧道安全管理标准规范，填
补了行业空白。

2016年 1月，全国首个由质监部门与高校共建
的标准化研究机构——青岛大学标准化战略研究
院揭牌成立，成为国内一流的标准化科学研究与人
才培养基地和服务于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智库。

在 2016 年 9 月举行的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大会上，青岛作为唯一发言城市，向世界展示
其实施标准化的经验做法，引来世界瞩目。

以世界标准建国际城市

底蕴决定高度。拥有开放基因的青岛，一开始
就为青岛的“标准化”注入了国际视野。而青岛实施
的国际城市战略，更把“标准化”引入了整个城市建
设的方方面面。

青岛在国际城市战略实施组委中专门设立了
“标准组”，并对标香港、新加坡、旧金山等10个国际
城市，制订了《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包
含了5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比如国际竞争
力、国际影响力、国际成长力、国际吸引力等，以国
际标准引领城市开放发展。

翻阅《青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国际
化+”行动计划指导手册（2016-2017）》，不难发现青
岛将“国际化+”量化成具体工作标准，探讨建设国
际城市的标准和路径，为建设宜居幸福的创新型国
际城市提供参考。

以国际标准建设国际城市，青岛已迈出步伐。
在青岛西海岸，中德两国政府间唯一的战略合

作园区中德生态园，先行建立了可量化的40项生态
指标，其中有些指标为中国国内首次提出，该园区
由此成为中国国家标准委批准的全国唯一的国际
标准合作示范园区。

标准的提升营造出一流的营商环境，提高了投
资吸引力。2014年和 2015年，中德两国总理先后两
次签约，将被动房示范项目、空中客车直升机项目
落户中德生态园。

在青岛红岛，青岛高新区成为全国 13 个“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之一。

服务业标准化也是建设国际城市的题中之义。
一辆公交车运行在路上，有数十项标准进行把

关；新能源车换电全部由机器人按照标准化指令完
成；2013 年获批全国公交客运行业唯一的“国家级
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青岛交运温馨巴士将
标准化发展规划纳入企业最高级别发展及战略规
划，以标准化战略为核心战略，逐渐建立起集旅游
观光、城市客运、定制公交等多位一体的大公交全
域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城市公交行业的领航者。

同时，青岛在农产品供应链标准建设上亮点颇
多。一直以来，青岛以外贸标准办内贸，寻标对标输
港鲜活农产品和美日欧出口水产品禽肉标准，把出
口食品标准成功移植到国内城市“菜篮子”工程建
设供应保障上来。

2010年，青岛被确定为全国肉菜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并制定了与国际标准接轨
的地方标准。2014年，青岛出台《鲜活农产品生产流
通管理规范》等地方标准，成为全国首个农产品生
产流通地方标准。

继“青岛制造”、“青岛品牌”之后，青岛又为世
界贡献了“青岛标准”。可以预见，已然先行一步的

“青岛标准”未来必将乘风破浪，抢占国际标准竞争
制高点，为这座城市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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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用国际标准对话世界
宋晓华

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交车线。 （资料图片）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交车线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交车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前湾港集装箱码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