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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俄罗斯“帕拉达”号大帆船第三次
停靠在青岛奥帆中心，参加在此开幕的 2017 第九
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 （以下简称

“帆船周·海洋节”）。
一年一度的帆船周·海洋节，不仅让青岛以

“帆船之都”的全新名片享誉全球，也成为海洋基
因深度融入这座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一直在从海
洋中持续汲取着发展养分，积淀出深厚的海洋底蕴。

因海而生
深度挖掘发展机遇

作为青岛市的重要节庆品牌，青岛国际帆船周
创办于 2009 年，而创始于 1995 年的青岛国际海洋
节则已走过 22 个年头。自 2014 年起，两个节会合
二为一，其对青岛的意义也更加非同一般：帆船
周·海洋节不仅成为誉满全球的海上运动盛会，更
是充分集聚展示青岛海洋底蕴的窗口。

海洋之于青岛，意义非凡。
天然滨海的青岛，拥有 870 公里绵长海岸线，

“海”、“山”、“城”相依，地理位置优越。
早在 1000 多年前，地处黄海之滨的青岛就是

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是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航地之一。

位于胶州湾北岸的历史古港板桥镇，自唐代开
始设立，当时是整个胶州湾甚至整个胶东半岛最重
要、最繁忙的古港口。到了宋代，全国设有市舶司

（相当于现在的海关） 8处，唯一一个在北方的，就
位于板桥镇，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唯一一个对外
贸易的港口。

到了近代，对外贸易、海洋渔业等传统方式早
已不再是青岛利用海洋、依靠海洋的唯一途径。在
发展蓝色经济的同时，海洋文化也开始为这座城市
提供新的滋养成分。

改革开放后，青岛海洋事业加速发展：成为中
国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在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中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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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定位；拥有世界第七大
港青岛港；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为以海洋经济发展

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划获
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国务院批复同意青
岛港董家口港区口岸对外开放……

近几年，青岛在海洋中发掘出海量发展机遇：
从在国内率先发布“海洋+”发展规划，到提出

“三中心一基地”建设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
再到建成全国唯一的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青岛在全国率先承担起海洋强国使命，努力建设海
洋经济领军城市，铸造未来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度。

按照青岛的规划，未来，青岛将建设世界级
“国际湾区都市”，实现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中心向
国家中心城市迈进；从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向东
北亚航运中心迈进；从我国风景旅游胜地向国际海
洋文化名城迈进。这几个“迈进”，都与“海洋”
密切相关。

不难看出，从古至今，青岛所获得的一个个发
展机遇，都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向海而兴
激活涉海机构活力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一个高约90米、有4条可
升降的桩腿、可供数百人吃住的海工平台整装待
发。这个“大块头”机器由青岛海西重机自主研
制，是用于辅助海上油气开采的多功能自升式海工
平台，其售价堪比一架波音737飞机。

青岛威展海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挤压式
抽水海浪发电设备，完全依靠海浪带动浮筒上下运
动发电，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交流电，是目前全
球第一个稳定可控的新能源发电设备。

这样的海洋高端装备正成为中国“大国重器”
的代表，源源不断地从青岛走向全球。实力背后，
是这座城市数年积淀出的雄厚海洋科研优势：

目前，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已投入
使用，国家深海基地成为“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
器的母港，国家海洋设备质检中心成功申报海洋水
下设备实验和检测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北海基地等项目正在如
火如荼的建设中。

数据显示，青岛
现在已聚集国内 30%
以上的海洋的教学和
研究机构，40%以上
的专家学者，50%以
上的海洋教学研究力
量，70%的涉海高级
专家和院士，拥有 1
个国家级、17 个省级
海洋类重点实验室，
建有海洋科学观测台
站 11处，拥有各类海
洋 科 学 考 察 船 20 余
艘，拥有 28家以海洋
科研与教育为主的机
构，拥有各类海洋人
才15000人。

可 以 说 ，青 岛 的
海洋科技优势在全国

无出其右。
借力这一优势，青岛的涉海企业也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
在青岛明月海藻集团的公司展厅里，工作人员

向来宾们展示了一款源自海洋的最新医药产品：一
卷白色医用绷带沾血后，瞬间凝固成胶条状，绷带
不仅不会跟出血的伤口粘连，还能促进伤口愈合。

这种神奇绷带的材料源自海藻的提取物——海
藻酸盐。目前，该公司海藻酸盐年总产量已达 1.3
万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33%、25%以
上，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生物制品企业。

在青岛，像明月海藻一样的“海洋之花”不断
绽放：海健堂生物科技加大科研投入，开发了化妆
品、保健品、调味品等系列产品，成为国内最大的
胶原蛋白生产企业；黄海制药打造海洋生物制药新
品牌；银色世纪健康产业集团在海洋生物研发领域
发展得风生水起……

依海而强
勾勒“三湾三城”新格局
盛夏8月，是青岛最美的季节。此时，青岛不

仅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还有浮山湾漂着的
点点白帆。

海洋是青岛的活力之源，更寄托着青岛在“海
洋世纪”更广阔的城市期待。

来自青岛的资料显示，2016 年，青岛 GDP 突
破万亿元，其中海洋生产总值 2515 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1/4，成为拉动GDP增长的生力军，占比
远高于全国的9.6%和山东省的18%。

这一年，青岛获批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
新发展示范城市。

在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全国海洋经
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青岛的蓝谷建设、中国邮
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建设、海洋牧场建设，海洋装备制
造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水利用
业、海洋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海水淡化供给的市政配
套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均被明确列入。

青岛早已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为主
题，绘就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新坐标：

青岛编制实施的 《青岛市“海洋+”发展规划
（2015-2020）》，提出将加快建设蓝色经济领军城
市，打造国家海洋发展中心。到 2020 年，形成规
模较大、技术先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群，海洋科技
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能力达到新水平。

在青岛市召开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暨“三
中心一基地”建设动员会议上，青岛市对接新一轮
海洋发展浪潮率先发声，提出了“建设国际先进的
海洋发展中心”的战略目标。

2017年，青岛为自己谋划了一盘大棋局：大手
笔布局“三湾三城”，建国际湾区都会城市。胶州
湾的“中心湾区”、灵山湾的“西部湾区”、鳌山湾
的“东部湾区”共同构成了“三湾三城”的海湾型
城市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召开的青岛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报告和第十六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
告都提出，青岛将深化“三带一轴、三湾三城、组
团式”城市空间布局，建设国际湾区都会。

8月的青岛，海风送爽，碧浪扬帆。从这片美
丽的港湾驶出，青岛将用蓝色新梦想拥抱世界。

在中国，青岛是最早与帆船运动结缘的城市，早在上世纪 50 年
代，青岛就是中国帆船运动发源地和摇篮。

现在，帆船运动已经成为青岛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8月 12日，在本届国际帆船周海洋节期间，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

中心与德国基尔市、南非西开普省帆船协会、国际航海学校协会、新
加坡武装部队帆船俱乐部等分别签署青少年帆船运动交流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青少年帆船运动交流。

“虽然语言不通，但这并不是障碍。因为大家可以通过水上运动进行
沟通和交流。”签约仪式上，南非西开普省帆船协会主席贝夫如此表示。

自成功举办 2008 年奥帆赛以来，青岛与波兰、德国、法国、南
非、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大型帆船赛事组
织、青少年帆船运动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

经过数年培育，今年的帆船周·海洋节更加凸显国际化气质。
开幕式当天，见证中俄友谊的俄罗斯“帕拉达”号大帆船第 3次

来青岛参加帆船周·海洋节。“‘帕拉达’号与中国有着亲密的关系。”
船长达拉卡·维夫谢尔盖介绍说，“在青岛停留的 4天时间里，民众可
以登上帆船，了解水手们的船上生活，以及大帆船的操控。”

在赛事组织中，国际化也成为帆船周·海洋节的特色之一。

据悉，本届帆船周·海洋节以国际帆船赛事为核心，推出6大板块
30余项活动，突出国际性、开放性和参与性。

节会期间，青岛将继续举办 2017“市长杯”国际帆船绕岛赛、
2017青岛国际帆船赛、2017青岛国际OP帆船营暨帆船赛3大本土自主
品牌赛事。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2017国际名校大学生帆船赛（中国青岛）是今年
首次举办的国际高校帆船赛事，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
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荷兰大学、澳大利亚墨尔
本大学，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将前往青
岛参赛，未来将升级为青岛专属的国际名校大学生帆船节。

每年3月前后的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岛站、4月的城市俱乐部公开
赛、5月前后的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青岛站、10月的帆船世界杯……
频频在青岛举办的顶级国际帆船赛事，使得青岛逐渐成为亚洲帆船运
动领军城市。同时，青岛还拥有中国单人不间断无动力环球航海第一
人郭川、中国女子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宋坤等优秀的职业航海选手，
助力青岛帆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每年，海面上不时出现的点点白帆，成为青岛人共同的城市记
忆，也铸就了青岛“帆船之都”的国际化城市新名片。

海尔双星获中国品牌节“华谱奖”

本报电 日前，由品牌联盟、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
十一届中国品牌节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 2017年最能代表中国品
牌形象的25大典范品牌，颁发中国品牌节最高奖项“华谱奖”。青岛
的海尔、双星两家企业获颁“华谱奖”。

据悉，中国品牌节是我国首个以推进中国品牌发展为目的，国内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品牌盛会。“华谱奖”作为中国品牌节
的重要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代表中国自主品牌建设的最高荣誉。本
届中国品牌节获颁“华谱奖”的 25家企业，包括中国航天科技、华
为、阿里巴巴、中车、吉利汽车、京东、腾讯、格力电器、三一重
工、小米、同仁堂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布局自贸驿站

本报电 近日，青岛前湾保税港区与俄罗斯、捷克、马来西亚等
国企业分别签署《“一带一路自贸驿站”合作框架协议》，建设俄罗
斯两处驿站、捷克驿站和马来西亚驿站。

截至目前，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已在境外4个国家布局5处自贸驿
站。在国内与 5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20 余个省、自治区 （建设兵
团）、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布局42处驿站。

本报电 （杨瑶） 8 月 14 日，青岛市与中国—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在澳门签
署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
合作》备忘录。

在签约仪式前，由青岛市市长孟凡利率领的青
岛市代表团一行与葡语国家代表举办了座谈会，讨
论热烈而富有成效。孟凡利在讲话中表示，青岛是
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确定的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和海上合作战略支
点“双定位”城市，正在抢抓战略机遇，提升开放
型经济发展水平。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合作
的纽带，是青岛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希望通过

《备忘录》的签署，进一步加强青岛与中葡合作论坛
常设秘书处的交流联系，促进青岛与葡语国家的国
际产能合作对接和双向投资贸易交往，实现多方共
赢发展。

中葡合作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葡萄牙派驻
代表布思丽表示，“青岛与葡萄牙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2010 年青岛市与里斯本市结为友好城市，2012
年青岛市与葡萄牙对外贸易投资促进署签订了双向
经贸合作协议。青岛与葡萄牙里斯本，同样都是世
界知名港口城市，一个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一个
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青岛港的影响力世界知名，
我们愿意与青岛有更深一步的合作。”

同为葡语国家，位于北大西洋的群岛国佛得角
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佛得角被称为连接各大洲的

“十字路口”。中葡合作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佛
得角派驻代表米格尔在发言中表示，“佛得角与青岛
在海洋领域及特色产业方面有着很多的结合点，我
们愿与青岛一道，共同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
空间进一步地拓展。”通过佛得角地理位置的自然延
伸，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将面向非洲和拉美两
个大陆市场拓展延伸，建立起更长链条的境外加工
装配物流与中转贸易基地。

中葡合作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联络办主
任、东帝汶派驻代表东晨光表示：“我听了青岛欧亚
经贸合作产业园的相关介绍很兴奋，近期一定要去实地看一看。我很期
待未来的合作。”

与传统的招商引进单向合作产业园区不同，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
园作为一个跨境合作平台园区，创新双向投资合作方式，推动建设境内
外产业合作园区互动发展，能够更好地实现国际产能合作互利共赢。

依托青岛胶州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跨境电商试验区的功能优
势，青岛规划在胶州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与青岛前湾港保税港区合作设立
的保税物流功能区及周边区域的 8.25 平方公里设立一个境内发展先导
区，与欧亚国家合作发展国际贸易和物流产业，向东与日韩市场转口欧
亚大陆市场相连，向西与中亚国家欧盟中东欧市场对接，向南与东盟南
亚非洲市场联通，一方面推动葡语国家更多的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促进葡语国家产品利用青岛贸易枢纽平台进入日韩、中亚、欧
盟、东盟南亚、非洲市场。

在境外，青岛将与葡语国家和地区共同合作，将欧亚经贸合作产业
园区建设成为“面向欧亚、辐射亚太、对接日韩、多式联运、区域合
作”的国际贸易综合枢纽，努力成为“一带一路”中互联互通的国际产
能合作重要平台。

青岛还将依托轨道交通装备、船舶海工、汽车、机械装备、电子信
息、石化、食品、家电、服装、橡胶 10条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链基础，
辅以欧亚园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组织海尔、海信、澳柯玛等青岛一批有
实力的大企业结合葡语国家工业化进程融入当地，与有关国家深度合
作，在欧亚国家建设境外加工装配基地和产业园区，带动一批上下游产
业链企业入园集聚，推动青岛与葡语国家开展产能集群式合作。首批已
计划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合作建设1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根据此次签署的备忘录，签约双方将把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作为
“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平台，共同推进青岛市与葡语国家双向投资贸
易和国际产能合作。葡语系国家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
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等国家，是一个
有2.8亿人口的新兴市场。

据了解，近年来，青岛与葡语国家经贸交流不断深化。2016年，青
岛与葡语国家贸易额达 27.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达到 21.1亿美元，同比
上升 70.1%。到今年 6 月末，葡语国家累计在青投资项目 17 个，投资额
8110万美元。青岛累计核准对葡语国家投资项目15个，核准项目中方总
投资额6478万美元。

青岛国际帆船周·国际海洋节

展示城市海洋底蕴
赵 伟 袁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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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帕拉达”号大帆船船员参加青岛帆船周·海洋节。 钟玉先摄俄罗斯“帕拉达”号大帆船船员参加青岛帆船周·海洋节。 钟玉先摄

7月青岛口岸大宗商品进口指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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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竞发浮山湾千帆竞发浮山湾。。
张进刚张进刚 刘刘 乾乾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