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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之际， 第
9届“香港山东周”活动如期在香港亮相。

这些年来，鲁港间合作持续深化，而青
岛作为山东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龙头，在
鲁港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香港山
东周”是在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
下举行的，青岛以新的合作领域及项目，为
鲁港合作加码。

推介精准招商项目

8月16日，以“新旧动能转换现代产业招
商政策”为主题的青岛城市推介在香港举行，
青岛市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青岛市各区市
及经济功能区代表、香港企业代表以及驻港
总部企业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推介会。

青岛市市长孟凡利在会上致辞表示，青
岛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也是内地较早
与香港开展经贸交流的城市之一，两地交流
往来密切、合作成果丰硕。香港是青岛第一
大外资来源地、第二大投资目的地、最大服
务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货物贸易伙伴。当前，
青岛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双百千”工程，推
动经济总量和质量快速提升。我们愿意进一
步加强与香港的全面合作，在基础设施、服
务贸易、产业发展等方面开辟更为广阔的合
作空间，推进青港合作迈上新台阶。

推介会上，青岛市发改委向在座的港商
介绍了青岛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产业规划
和发展方向。青岛市商务局介绍了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产业招商区域布局和重点项目
以及招商政策和专业化的招商团队。青岛市
金融办介绍了青岛国家级财富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的建设情况。

今年上半年召开的青岛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第十六次人代会为青岛勾勒出城市发展
的新框架，确定了“建设宜居幸福创新型国
际城市”的战略目标和“全域统筹、三带一
轴、三湾三城、北部崛起”的城市发展新格
局，确定了构筑面向未来的组团式城市群、
建设国际湾区都会的目标。按照山东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确定的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的统一部署，青岛为现代产业招商规
划了新的方向。

根据城市发展的大格局，青岛此次面向
香港发布了现代产业精准招商计划。总投资
367 亿美元的 50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609 亿
元人民币的 97 个 PPP 合作项目以及 30 个领
域细分的专业招商团队，吸引了在座嘉宾的
关注。

青岛市商务局在推介中介绍，以胶州湾
群为依托的中心湾区，将面向全球定向引进
金融和财富管理、总部经济等 88 个现代服
务业项目；以灵山湾群为依托的西部湾区，
将面向全球定向引进海工装备、影视文化、
数字创意、保税物流等 36 个现代高端产业
项目；以鳌山湾群为依托的东部湾区，将面
向全球定向引进航空航天、海洋特色、健康
医疗等5个产业项目；以平度、莱西为依托
的青岛北部，将面向全球定向引进 16 个制
造业项目。

除此之外，青岛还推介了 30支专业化的
招商新团队。这些团队面向全球，细分领域，
开展专业招商。这些团队包括海洋新兴产业
定向招商专业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定向招
商专业组、总部经济定向招商专业组、财富金
融定向招商专业组等。这些团队负责研究产
业发展招商政策，组织专题招商活动，统一协
调专业招商中的部门和区市开展联合招商工
作，将招商产业的重点领域一一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还专门为胶东新机
场、邮轮母港设立专门的新机场及临空经济

定向招商专业组和邮轮母港产业定向招商专
业组，为新机场和邮轮母港发展提供专业的
招商服务和保障。

建立香港工商中心

在项目推进的同时，另一个由青岛搭建
的与香港沟通交流的新平台也亮相了。

8月17日，香港山东各界推动鲁港合作
交流会暨青岛香港境外工商中心的揭牌仪
式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副主任仇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
署副特派员胡建中应邀出席会议。

在山东省省长龚正的见证下，孟凡利与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理署长何兆康共同为青岛

（香港） 工商中心进行揭牌。这样一来，在
香港，青岛又多了一个“引资引智”的双向
投资贸易合作的交流平台。

据了解，境外工商中心是由青岛市发起
创建的商务代表机构，自 2013 年开始设
立，已经成为带动青岛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
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纽带。目前，青岛工商
中心已经落地7个，分别在新加坡、美国旧
金山、韩国釜山、日本东京、德国慕尼黑、
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中国香港。

青岛工商中心承担着 “引进来”资金
技术和人才的任务，同样对于想要“走出
去”的青岛企业而言，这些工商中心也能提
供广阔的合作渠道与细致的服务。

这一次，其他地区工商中心的代表齐聚
香港，为青岛进行宣传和推介。青岛正努力
把境外工商中心打造成为海外引资、引技、
引智的重要平台以及宣传展示青岛形象的重
要窗口。

此外，“香港山东周”期间，山东品牌
全球行 （香港） 首站活动在香港会展中心举
行，来自山东省的 39 家“老字号”及名优
企业参展。青岛啤酒、柳煦汉方生物科技、
长生集团等多家企业参展。

达成千亿元合作意向

在“香港山东周”期间，还有两项重要
合作达成。青岛市分别与华润集团、招商局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分别在健康产
业、医疗医药、物流航运、园区开发等领域
开展深入合作。

“香港山东周”期间的青岛招商硕果还
远不止这些。

在8月15日举办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推介会上，青岛市北区与中国金茂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总投资107亿美元的

“新百年引擎”蓝色经济发展带项目；青岛
龙湖置业拓展有限公司与香港顺嘉有限公司
合作投资14.8亿美元的华讯青岛天谷产业基
地项目等也正式签约。这些项目成为了两地
不断深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除了招商推介， 在港期间，青岛代表
团还通过登门拜访、交流展示等形式，与香
港工商企业界深入交流洽谈，探寻合作机
会，凝聚合作共识。其间共签约意向项目45
个，涵盖装备制造、金融财富管理、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仓储物流、文化
创意、工业软件、现代农业等 20 多个领
域，计划投资总额达1740亿元人民币。

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高新区、金家岭
金融新区等经济功能区，作为青岛新旧动能
转化的重要一极，也在“香港山东周”期
间收获了诸多关注。

“黄海之滨的一颗明珠、海洋强国的一
个支点、创新开放的一片热土、琅琊故郡的
一座新城……”这是青岛西海岸的自画像。
在“香港山东周”推介活动期间，青岛西海
岸新区共签约 7 个项目，总投资 38.36 亿美
元，涵盖行业包括汽车安全玻璃、智慧城市
及生物科技等领域。

青岛高新区实施“靶向招商”，瞄准国
内外知名企业，实施精准化、专业化、市场
化招商，围绕着龙头项目、高端项目不断培
育新动能，形成创新创业高地。在“香港山
东周”活动期间，高新区签约落户了4个项
目，分别是总投资额约 20 亿美元的阜丰集
团总部经济暨生物医药项目、首创奥特莱斯
项目、广昌隆 （青岛） 科技孵化城项目以及
海克斯康模拟仿真软件系统项目。

金家岭金融新区所在的崂山区，服务
业的发展将登上新的高度。崂山区与中信
泰富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中信泰富
金融财富中心项目，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
公司签署中华燃气项目。上实发展 （青
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钓鱼台美高梅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的上实钓鱼台酒店及美高
梅酒店项目等也均在“香港山东周”期间
达成合作意向。

鲁港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无限，
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扩大鲁港
合作搭建了新的广阔平台，拓展了新的发展
空间。企业对接、产融互动，借助香港这个
国际化的大通道和平台，鲁港合作愈加深
入，未来必定有更多的共赢合作。

青岛的8月总是让人充满期
待。继青岛国际啤酒节、青岛
欧盟音乐节、青岛国际海洋节
相继开幕之后，2017 青岛城市
购物节闪亮登场。青岛城市购
物节将一直持续到今年 12 月 31
日，连接国际啤酒节、十一黄
金周、中秋节、圣诞节等重大
消费节点。

早在 2012 年，青岛就在国
内率先提出“内外贸融合”商
务发展思路。如今，经过多年
培育，青岛提出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目标，消费正为这
座城市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增长新动能。

节庆火爆 激发动能
漫步位于青岛西海岸唐岛

湾畔的澳乐购商业旅游中心，
巨型的“琴岛之眼”摩天轮将
唐岛湾风景尽收眼底。充满欧
式小镇风情的商业建筑鳞次栉
比 ， 阿 玛 尼 、 BROOKS
BROTHERS、 GANT、 Tom-
my Hilfiger 等国际品牌纷纷打
出超低的折扣，更有独具特色
的印度菜、爱斯基摩人雪屋风
格美国酒吧。毗邻澳乐购的嘉
年华万丽酒店是山东省首家万
丽酒店，建成后将与购物中心
联动，延伸出旅游、购物、酒
店入住等多元化体验……“后
起之秀”澳乐购已成为青岛商
业新地标，2017 青岛城市购物
节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

购物节一开始，澳乐购就充分感受到
青岛购物节的火爆热情：早上，阿迪、耐
克专卖店还没开门，就有一群顾客在门口
等待；滑冰场爆满，不时会看到金发碧眼
的外国孩子练冰球、曲棍球的身影……

与澳乐购有同一感受的还有青岛万象
城的餐饮业商家，外婆家餐厅门口经常排
起长队，一座难求成为这里的常态。

青岛城市购物节是从 2009 年的“青岛
之夏”购物节发展演变而来的，经过9年的
培育，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消费品
牌，拉动内需成效显著。

随之而来的是青岛城市消费辐射力的
进一步增强。购物游越来越成为青岛具有
吸引力的项目，山东周边城市例如潍坊、
淄博、菏泽、济宁等地市民纷纷到青岛来
购物。

购物节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离不开
青岛的精心培育打造。

历届青岛购物节通过学习借鉴香港、
新加坡购物节的先进经验，突出滨海旅
游、海鲜美食和外贸进出口的本土优势，
影响力逐步提升。

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介绍，在当
前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青岛提出建
设商务领域新旧动能转换“三大工程”，城
市购物节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与众多节庆活动的互动，让青岛城市
购物节别具特色。眼下，时值青岛旅游旺
季，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青岛城市购物
节、海洋节帆船赛、国际啤酒节等同期举
办，让整座城市变成一个开放的舞台。

商圈崛起 能级提升
今年以来，青岛新的“三湾三城”城

市规划也为消费商圈的发展带来活力。
环绕“三湾三城”，青岛提出打造北方

时尚消费品聚集中心。在规划中，市南区
浮山湾时尚商业集聚中心、西海岸唐岛湾
时尚购物消费圈、东部崂山区金家岭金融
新区时尚消费圈、即墨海泉湾旅游度假消
费圈组成“一心三圈”，勾勒出青岛时尚消
费新蓝图。

同时，青岛实施全社会大消费增长
“十、三、五”系列工程，包括抓好旅游、
时尚、假日、生活、农村、健康、会展、

文化、体育、教育“十大”消
费领域拓展工程，培育信息、
信用、绿色“三大”新型消费
模式，激活房地产家居、新能
源汽车、公共服务等“五大”
消费业态。

立体多元的交通体系带来
青岛消费辐射力的不断提升。

随着青岛地铁 3 号线开通
运营，青岛的“地铁商圈”模
式开启。近期，青岛地铁 2 号
线也将进入试运行。未来，青
岛将有 18 条线路相继建成通
车，地铁线路基本上串联了青
岛所有的重要商圈，带动城市
辐射式发展，将构建全新生活
方式和消费路径。

目前，青岛正寻标对标新
加坡地铁商圈建设，规划启动
地铁商圈，搭建立体化消费平
台。

近期，青岛直飞莫斯科航
线开通。青岛累计开通 5 条洲
际航线，空中国际航线全球化
布局也为青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加码。

口岸优势 消费升级
当前，消费成为拉动国民

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商
务部提供的全国数据来看，今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3.4%，消
费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
性作用。

青岛也不例外，消费已成
为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2085.1亿元、增长10.2％。

消费增长的背后，是青岛消费业态的
不断创新。

青岛打造开放型“互联网+消费”新业
态，充分利用全国小微商贸企业创业创新
政策，通过无线网络、商圈App、微信公众
号和大数据分析等应用，打造线上线下协
同发展的城区智慧商业社区便利化网点服
务圈，激发消费者购物热情。数据显示，
目前网络购物已占青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的10%左右。

同时，青岛发挥口岸优势，促进内外
贸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消费品质。近年
来，青岛扩大牛羊肉、乳制品、化妆品、
服装、高档品的进口，对产业升级发挥了
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作为进口商品集
散地，批发市场辐射周边省份甚至西部省
份，批发业交易额增长迅速，今年上半年
增幅达到35%。

独特的口岸优势提升的不仅是消费的
品质，更为这座城市增添新的竞争优势。

消费者网上下单，日韩商品就可以通
过海运送到家门口……青岛在全国率先启
动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充分发挥青岛
到日韩距离近、班轮密集的优势，实现

“海运的价格，空运的时效”。
青岛获批跨境电商综试区，为跨境消

费带来政策和通关的进一步便利，目前青
岛已经初步形成六大特色、13 个重点产业
园，跨境电商集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有
效拉动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增长，
推动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壮大。

从 2013 年开设山东省第一家免税店，
到去年在山东省第一个落地旅客离境退税
业务，再到近期外国人 72 小时过境免签和
离境退税等政策的不断完善……青岛把促
进消费提高到与投资、出口同样重要的位
置，为其量身打造解决方案，使得消费成
为经济发展第一驱动力。

当前，青岛正在制定 《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行动计划》，发挥独特的口岸优
势，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坚持消费引
领，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香港山东周香港山东周””上的青岛啤酒展位上的青岛啤酒展位。。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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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山东周”
招商结硕果
杨 瑶

本报电 日前，青岛中瑞泰丰与壳牌
标准公司合作生产项目在青岛西海岸出口
加工区奠基，这是壳牌标准公司在我国第
一个同类产品生产项目，是其全球化生产
在我国布局的重要一步。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将引

进壳牌先进的管理理念，采用国际最先进
的生产设备，建设全球领先的新材料生产
工厂。项目预计将于 2019年 3月底建成投
产，预计年产值 14 亿元。该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除美国“雪佛龙”之外，全球唯一
具有该种新材料生产能力的供应商。

世界500强壳牌将在青建新材料工厂

中车四方获斯里兰卡90辆动车组订单

本报电 日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铁路部门签署了
9列共 90辆内燃动车组供货合同。这是中
车四方在斯里兰卡赢得的第四批内燃动车
组出口订单。

据介绍，斯里兰卡是南亚印度洋岛

国，铁路列车是当地民众最主要的出行工
具。2000年、2008年、2012年，中车四方
先后向斯里兰卡出口了3批次共43列合计
300 辆内燃动车组，占到斯里兰卡铁路运
营车辆总数的 50%以上，成为斯里兰卡铁
路客运装备领域的最大供应商。

本报电 在青岛经济发展中地位突出
的海洋经济，今年进一步转型升级，助力
青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据青岛市统计局
初步核算，2017年上半年，青岛实现海洋
生产总值 1201 亿元，同比增长 15.2%。其

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38亿元，同比增
长 4.6%；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 624 亿元，
同比增长17.1%；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540
亿元，同比增长 13.9%，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比重达到23.7%。

青岛海洋生产总值上半年达1201亿元青岛海洋生产总值上半年达1201亿元

夜色中的青岛。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