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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2007 中国国际电子消费博览
会 （以下简称“电博会”） 将在青岛举办。
从2002年以来，创办于青岛的电博会便成为
业内关注的焦点，是了解、观察电子产品发
展新趋势的绝佳机会。

毫无疑问，历经16年的发展与积淀，电
博会不仅成为业内公认的“品牌展会”，同
时，也引领了青岛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壮
大，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在青岛的集聚发
展，对促进中国家电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引领城市特色产业发展

提起青岛，除了“红瓦绿树、碧海蓝
天”的优美城市景观，你还能想到什么？

海尔、海信、澳柯玛……这些全球知名
度颇高的家电企业，早已内化为青岛的“城
市名片”，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自2002年起，这些家电企业的成长开始
与电博会密切相关。

“全球首款 DLP超短焦 4K 激光影院电视
突破了 3 项关键技术，采用高处理能力光学
引擎和高精度制造工艺。其机械加工达到了
接近极限值的10微米精度，镜头装调精度达
到 5 微米，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直径的 1/20。”
去年电博会首日，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将这
一高科技新产品带到现场，首次面向全世界
发布。

智能家电企业的新品发布，是每年电博
会的看点之一。一场场人与机器的智能对
话，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界的战略性变革淋
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更为企业赢得各
方关注。

去年电博会期间，同样位于青岛的海尔
也将该展会其作为新品发布的平台。

展会期间，海尔发布了厨电产业全球化
战略，并通过星空吸油烟机、带暖盘功能的
智能消毒柜、蒸烤一体机和温控防干烧燃气
灶 4 款中西厨家电，向外界展示“海尔系厨
电”的全球化战略初步成果。

业内人士认为，电博会引领了消费电子
产业在青岛的发展壮大，带动了高新技术产
业在青岛的集聚发展，甚至促进了以青岛为

代表的整个中国家电产业发展。
就消费电子产业来看，作为唯一经中国

国务院批准的消费电子类专业国际性博览
会，电博会已成长为亚洲最大的专业消费电
子展。通过对产业链的纵深影响和对产业变
革的积极指导，电博会加快了创新性技术和
产品在新兴市场的推广应用，同时，用专业
视角向业内及用户展现了智能时代的全新生
活方式。

对于青岛，电博会已成为对外经济交
流合作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越来越多
的青岛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同时，越来
越多的海外企业走进青岛，牵手青岛、实
现共赢。

寻求新常态下的新动能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消费电子行业已全面进
入“智能时代”。

“目前，全球已经开启互联网语境下的消
费电子行业时代。展会服务于消费电子行
业，自然也要紧跟行业发展脚步，寻求新常
态下的新突破。”提起展会的转型升级，电博
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邹晓飞深有感触。

电博会的转型发展，从历年主题就可见
一斑：

自2004年到2017年，历届电博会主题分
别为：“全球消费类电子与中国机会”、“3C
融合与无缝生活”、“世界自 U而变”、“互联
无边界”、“自由连接”、“全球共享 中国机
会”、“跨界融合与产业创新”、“联动世界

‘云’筹未来”、“智‘惠’全球”、“‘慧’聚
云端”、“万物互联 智慧生活”、“创想无界
智赢未来”、“智慧+ 惠天下”。

不难看出，电博会的转型升级步伐紧扣
时代主题。对此，家电产业问题专家罗清启
评价颇高：“随着全球消费电子产业智能化趋
势的演进，展会不再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
更趋向于一种全新的智慧生活体验，在赋予
参观者更多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同时，参展企
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用户数据。”

近水楼台先得月。青岛本地的消费电子
企业早已从展会中占得行业转型升级的先

机，将“科技、智能”作为撬动企业发展的
突破点。

这几年，青岛海尔开始着手布局一件大
事：与全球一流资源合作打造智能制造云平
台——Cosmo （Cloud of Smart Manufacture
Operation），探索输出互联工厂整体解决方
案。

这被业内人士看作是中国制造企业在智
能制造系统领域的一次突破。

此外，持续深化U+智慧生活战略、互联
工厂体系与众创汇定制平台的发展，探索

“网器+社群”的运营模式，这些转型升级举
措正在为海尔夯实建立面向未来产业生态的
基础。

同样位于青岛的海信也在转型。“以技术
驱动为核心，海信正加快产业升级，已变身
为一家科技企业。”对此，海信集团董事长周
厚健非常重视，“海信的产业转型放在当前看
只是一碗饭，长远看就是一条命——我们未
来的命。”

创新升级释放新活力

今年的电博会将于 9 月 22 日—25 日举
行，主题为“智慧+ 惠天下”。本届展会从
新技术带动消费电子产业发展转型切入，将
设智能家居、智能安防、虚拟现实及智能硬
件、3D 打印及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及云计
算、电子竞技六大特色展区。

今年展会的关注点，一方面是新常态以
及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带来的新
机遇，另一方面是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转型升
级带来的新挑战。

青岛的消费电子产业如何继续发挥自身
优势，抢占市场？

单就消费电子行业来看，青岛享有“中
国品牌之都”、“中国十大品牌城市”等美
誉，有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家电龙头持续
发力。

专家认为，青岛消费电子行业持续发展
的源头活水，在于整个青岛不断创新求变、
自我革新的顶层设计。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青岛把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以创新引领各项事业发展。

去年以来，青岛提出今后 5 年致力于建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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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
心。

与消费电子行业转型升级息息相关的
“互联网+”，也是青岛未来浓墨书写的发展
章 节 ：《青 岛 市 “ 互 联 网 + ” 发 展 规 划

（2015-2020）》 明确提出，争取到2020年初
步建成全国互联网工业领军城市。

目前，青岛正全力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
略，将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与“十三五”规划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落实“三位一体”联动
推进。

据全球知名的城市评级机构GAWC （全
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 发布的

《2016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青岛的城市档
次跃升至第八级“Gamma＋”级。整座城市
的升级必将为这座城市的消费电子产业持续
注入正向能量。

城市升级推动产业进阶，产业转型反哺
城市发展。专家认为，青岛与其培育的消费
电子产业，已形成良性持续互动，未来将在
共赢中不断前行。

“青岛造”高铁列车首次经铁路抵达香港

本报电 “青岛造”牵动“香江情”。日前，由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制造的一列
高铁列车到达香港。据悉，这是首列经铁路而非水路到达香港的高铁列车，标志着国
家的铁路网络已经包括香港段，是香港特区铁路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青岛率先建成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本报电 日前，青岛在国内率先建成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面实现网上申
报、网上办理，实现国家、市和区市三级纵横联动协同监管。

今年6月，青岛共通过在线平台办理企业投资核准、备案项目1488个，计划总投
资440.7亿元。其中，核准项目3个，计划总投资7.9亿元；备案项目1485个，计划总
投资 432.8亿元。剔除投资额较小的 1007个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后，项目个数和计划总
投资环比分别增长60.7%、34.3%。

青岛发布6月份口岸大宗商品进口指数

本报电 日前，青岛发布6月份口岸大宗商品进口指数 （见下图），其中的综合指
数旨在表现和反映青岛口岸进口商品的整体趋势，同时选择原油、铁矿石、大豆、棉
花、天然橡胶等有影响力、国内外市场比较完善的进口商品市场信息，作为分类指数
进行发布。

本报电（杨瑶） 为拓展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第十届海外
高层次人才座谈会暨海外院士青岛行活动于日前举行。该活动由欧
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和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22个国家的108名院士参加。

本次活动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为主题，共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第
二阶段为海外院士青岛行相关活动。参会的各海内外院士在青岛实
地考察了青岛国际院士港和青岛规划展览馆，并参加了第十届海外
高层次人才座谈会以及4场平行分论坛和院士对话活动。

在座谈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
哥在致辞中表示，青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自
己的研究所和若干个研究中心，希望今后有进一步的合作，为把青
岛打造成一座院士聚集、科技创新的高地而共同努力。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 副会长曹卫洲表示，青岛是享誉海内外的工业、科
技、文化重镇，也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青岛
在大数据、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出台了一系列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成为外国专家海外高
层次人才开展创业创新的一方热土。尤其是青岛李沧区，在搭建高
端科技和产业化平台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座谈会上，31 名院士与青岛国际院士港签订了入驻意向，同
时，4家海外科研院所也与青岛国际院士港达成了合作协议。

据悉，青岛国际院士港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将着力构筑八大功
能板块。院士港一期定位为院士工作站，占地约5.8公顷，目前已吸
引袁隆平、王玉田、索罗宁·尤里等 36位海内外院士签约入驻。青
岛国际院士港致力于打造成为各国院士攀登科技“珠峰”征程上的
重要驿站，搭建具有相当原创能力和新兴产业规模的创造创新生态
系统，将成为国内外重要的原创性科技成果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
地、交易地。青岛国际院士港计划用 3到 5年时间，集聚 10名世界
级巨匠大师，引进 100 名海内外知名院士，带动 1000 名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千人计划”专家及博士、博士后汇聚于此，助力青岛建
设宜居幸福创新型国际城市。

座谈会前，来自海内外的 108名院士参观了青岛国际院士港内
院士港展厅、能源与环境 （青岛） 国际联合实验室、青岛海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等。在参观青岛国际院士港过程中，院士们对院士港的
硬件设施、科研环境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青岛电博会：

领跑消费电子行业
赵 伟

31
位
院
士
﹃
属
意
﹄
青
岛
国
际
院
士
港

海信在海信在20162016年电博会上展示其生产的年电博会上展示其生产的VRVR设备设备。。
张进刚张进刚 江江 珊珊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青岛国际院士港。 （资料图片）

2016年电博会上，“海尔系厨电”引起了消费者的浓厚兴趣。
张进刚 巧 敬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