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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宋晓华） 新当选和
全职引进的顶尖人才选择生活补
贴的，每人奖励500万元；柔性引
进顶尖人才享劳动报酬资助……

《青岛市引进培养的顶尖人才认定
和奖励资助实施细则 （试行）》
近日出台，对新当选和全职引进
顶尖人才的生活补贴，柔性引进
顶尖人才的劳动报酬，以及培养
单位的一次性奖励有了更详细的
规定和说明。

《细则》 规定，新当选、新引
进的顶尖人才，申报认定至少具
备以下资格条件之一：诺贝尔奖

（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
格拉芙奖、沃尔夫奖、泰勒奖、
菲尔兹奖、维特勒森奖、拉斯克
奖、图灵奖等国际性重要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世界级水平科学
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
国、英国等国家院士或国家最高
学术权威机构会员，以及在国际
上有重大科学贡献、重要影响力
的科学家；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含外籍院士）
等。

对新当选和全职引进的顶尖
人才选择生活补贴的，每人奖励
500万元，主要用于顶尖人才本人
改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等。
经认定后，按照 20%、30%、50%
的比例，在三年内逐年发放。

全职引进的创业顶尖人才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
术，创办的企业具有国际一流技
术水平，符合青岛重点产业发展
方向，能够推动青岛产业转型升级。本人为企业第
一大股东且占股 30%以上，每年累计在青工作时间
不少于3个月。其中，外籍顶尖人才须持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等有关证件。

对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劳动报酬资助，每年按
照用人单位实际给付的劳动报酬 （以 《青岛市地方
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 为依据） 的一定比例
给予其资助，单人最高资助额不超过200万元。对新
当选顶尖人才培养单位，一次性奖励300万元，主要
用于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事项。

近年来，青岛加快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不仅出
台顶尖人才激励政策，还通过提高硕博研究生住房
补贴、率先开启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等方式招才引
才，高端人才奖励资助力度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打造了“蓝洽会”“博士青岛行”等一批优质的引才
品牌，建成院士专家创新园、博士创业园、留学回
国人员创业园等涵盖各层次各领域人才的创业创新
载体，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

中国城轨车辆首次出口巴西圣保罗

本报电 巴西当地时间 9 月 1 日，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巴西圣保罗城际铁路
公司在圣保罗签署了 8 列、64 辆城轨车辆供货合
同，用于装备圣保罗 13号线。这是中国企业在巴
西圣保罗赢得的城轨车辆第一单。

据悉，圣保罗是巴西乃至南美最大的城市，
人口达 2000多万，其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发达，目
前共运营着十余条线路，几乎覆盖整个圣保罗
市。正在建设中的圣保罗 13 号线，全长 12.2 公
里，连接着圣保罗市中心和瓜鲁柳斯国际机场，
是巴西和南美洲的第一条机场线。圣保罗城际铁
路公司于 2016年面向全球招标，为该线路采购运
营车辆，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在国际竞标中胜
出。按照计划，这批车辆预计在2019年开始交付。

海洋国家实验室牵手美国科学促进会

本报电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与美
国科学促进会 （AAAS） 日前签署《战略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将在共同创办期刊、举办国际会议
与讲座培训、设立国际海洋奖项、开展全球人才
招聘等方面开展合作。据了解，海洋国家实验室
是国内第一家与AAAS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涉海
科研机构。

AAAS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会，创立
于 1848 年，包括将近 250 家学会和科学学术机
构，并为 1000多万名成员提供服务，在推动全球
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应用创新方面地位举足轻
重。AAAS是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科学》系列期刊
的主办者与出版者。以此次备忘录的签署为基
础，双方未来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合作，除了合办
期刊，也会通过合办学术讲座与科技论文培训班
等活动，促进海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在 《科
学》 等高水平期刊发表，双方将共同为全球海洋
科技的发展作出贡献。

青岛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909万标准箱

本报电 青岛港日前发布2017上半年财报。其
中，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47.85 亿元，同比增长
16.1%；净利润为 15.5 亿元，同比增长 29.2%。上
半年，青岛港实现货物吞吐量22664万吨，同比增
长2.3%；集装箱吞吐量达9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6%。

上半年，青岛港又新增 11条集装箱航线，推
动开辟中转通道，中转箱量同比增长 21%。海铁
联运线路增至 32 条，联运箱量同比增长 48%。此
外，前湾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5月份投入试运营，
进一步提高了青岛港集装箱码头能力和运营效率。

盛夏 8 月，英国伦敦利物浦默西河上，“青岛号”帆
船第七次开启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之旅。借力赛事的全球传
播力，“青岛号”帆船已成为青岛享誉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而明年3月，赛事将连续第七次登陆青岛。由此，青
岛成为克利伯全球唯一的八届停靠站，是全球范围内与其
牵手合作时间最长的城市。

结缘青岛
克利伯初遇青岛，便一见如故。

“2003年，初次看到青岛奥帆基地的规划图时，我便
断定这里将会是世界一流的帆船运动场地，青岛会成为克
利伯重要的一站。”讲述起克利伯帆船赛与青岛的故事，
赛事创始人罗宾娓娓道来，“那一年，我发现青岛拥有十
分优秀的航海条件和码头条件，于是给青岛市政府建议设
立克利伯站点。而当时的青岛也在为奥帆赛进行着准备，
大型帆船赛事可以提前检验设备、积累经验。于是，克利
伯和青岛的缘分由此开始。”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自 1996 年创立以来，已经成为世
界上最著名的环球航海赛事之一。每两年一届，航程近5
万海里。2005年，青岛成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一个中国
停靠站。

至今12年间，克利伯环球帆船赛6次到访过青岛，在
此停歇过的船长、船员对青岛无不盛赞有加。

“我到过非常多的城市，青岛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城市非常漂亮，居住环境很好，交通便利。闲暇之
余，一边沿着海岸线散步，一边享受着美食美酒，真是太
惬意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非常热情，而且非常喜欢
帆船运动。”曾经任纽约号船长的道格拉斯·吉尔斯皮如此
表示。

曾两次到访青岛的新加坡号船长马克·布里蒂同样对
青岛点赞：“青岛是一座美丽、友善的城市，市民们发自
内心的微笑，一定会打动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当然包括
我在内。青岛奥帆中心许多细节设计考虑得周密，这是我
看到的最好的帆船基地。”

据悉，本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设 8 个赛段、16 个航
段，将持续 11 个月。明年 3 月，参赛船队将第七次到访青
岛。

而实际上，早在去年 11 月，双方就已签下协议，将
青岛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合作历程延长到了八届比赛。
这意味着，青岛因此成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连续八个赛季
的停靠城市，创造了该赛事的历史。

青岛与克利伯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青岛是第一座参加这项赛事的中国城市，第一个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中国停靠站和全球唯一的八届停靠站；青岛
籍郭川是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青岛姑
娘宋坤是第一位完成克利伯全程比赛的中国人，也是中国
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中国女性；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是青
岛参加的第一项著名国际帆船赛事，也是青岛输送青岛籍
业余船员人数最多的国际帆船大赛；青岛第一个为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打造专属主题文化活动的停靠站，赢得“最具
特色停靠站”的美誉。

“青岛已经成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最重要的一站。”对
于青岛，该项赛事创始人罗宾爵士给予极高评价：“如果
要在英国之外为克利伯帆船赛设立第二个母港，或者找到
第二个故乡，那这座城市一定是青岛。”

为何是青岛
克利伯结缘青岛，并非偶然。
青岛，有着开展帆船运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坐落于青岛市南区的浮山湾，整个海岸线绵延七公

里，一年四季都能在此见到点点白帆。
有学者曾根据帆船比赛的要求，结合青岛浮山湾及邻

近海域的地理信息，应用分步杂交方法建立浮山湾变边界
潮流数值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分析浮山湾帆船赛场的水动
力条件，从潮波、海水流速等方面分析浮山湾进行帆船运
动的优势。结果表明，浮山湾及附近海域的水动力和气候
条件等均能够满足帆船比赛的要求。

从历史渊源来看，青岛是中国帆船运动的发源地和摇
篮。

资料显示，早在 1904 年，德国皇家帆船俱乐部就在

青岛举办帆船比赛，这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早的帆船运动
的历史记录。

青岛也是目前史料证明的中国最早开展帆船运动的城
市。上世纪50年代，青岛就已是中国推广航海运动的试点。

2008 年奥运会帆船赛在青岛的成功举办对“帆船之
都”城市品牌的树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为了迎接奥运会帆船比赛和打造“帆船之都”，青岛
市政府把北海船厂整体搬迁到黄岛区的海西湾，并将国际
帆船中心建成青岛市独具海上运动特色的建筑区域，规划
和设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那之后，传承奥运文化遗产，打造“帆船之都”成
为青岛的主旋律之一，青岛在推广和普及帆船运动方面不
遗余力。

“帆船进校园”青少年和“欢迎来航海”全民帆船普
及计划，使帆船运动加速融入青岛城市主流生活。至2016
年，青岛市累计参与培训的青少年达27000人。

帆船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关节会的创办也变
得顺水推舟。

借鉴德国基尔帆船周、法国布雷斯特航海节等国际知
名航海节会经验，2009年，青岛创办了青岛国际帆船周，
至今已连续举办9年。

为了提升城市帆船运动的国际化水平，青岛以帆为
媒，广交伙伴：迄今为止，青岛共与德国、法国、南非、
新加坡、西班牙、澳大利亚、泰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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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交往，达成
一系列合作意向。

一系列帆船赛事和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得益于奥帆
赛后青岛便捷化、国际化的快速边检通关保障机制。每次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岛站期间，青岛边检站实时掌握船情
动态，组成特种勤务小组提前赶赴船员登陆现场，实行警务
前移、远程录控，为运动员第一时间登陆赢得宝贵时间。

1904 年到 2017 年，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光阴流转，点
点白帆始终荡漾在青岛的碧海之上，成为一道别致的城市
风景线。

走向世界
9月 3日，克利伯 2017—18环球帆船赛首段赛程第 13

日，“青岛号”赛队第一个冲过赛程一得分门，将该赛事
今年首赛段额外积分囊入怀中。

2007年，以青岛城市命名的“青岛号”大帆船首次加
入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如克利伯风险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威廉·沃德所言：

“青岛也是克利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克利伯也是青岛成
功故事的一部分。”

每届克利伯，参赛船队都会在全球 10 余座港口城市
停靠。参赛的“青岛号”，化身为中国文化的宣传大使，
周游全球重要帆船城市，人们由最初的不认识、不了解青
岛这座城市，而逐渐熟知了这座中国的帆船之都，熟知了
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轨迹。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员在青岛
休整，亲身领略这座城市的热情好客和旖旎风光，也使青
岛在口口相传中声名远播。

得益于不断丰富的办赛经验和世界所公认的办赛水
平，青岛“帆船之都”的城市名片得到认可，世界顶级赛
事，只要来亚洲，都选择青岛作为停留地或者举办地。

据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臧爱民介绍，
2008奥帆赛后，帆船与青岛的联系愈发紧密。桅樯林立的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如今每年都频繁举办数个全球帆
船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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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帆船周·海洋节、10月的帆船世界杯……

海面上不时出现的点点白帆，成为青岛人共同的城市
记忆。

到目前为止，在亚洲，还没有一个城市能像青岛这样
举办如此高密度的帆船赛事。

据统计，过去 12 年时间里，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对于
青岛乃至中国的价值都体现在了可以用数十亿元人民币来
衡量的全球媒体曝光度、贸易合作、餐饮消费以及旅游业
发展之中。

在上一个赛季比赛中，作为赛队冠名合作伙伴和主办
港合作伙伴的青岛被播报的关注次数超过了30亿次。

作为极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帆船游艇产业
丰富了青岛蓝色经济的外延和内涵。目前，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第三代比赛使用的 12艘 70英尺帆船全部实现青岛制
造。现如今，青岛已有 20 多家帆船游艇制造企业。对于
克利伯对青岛体育经济的拉动作用，青岛市体育局局长纪
高尚如数家珍。

独具特色的赛事平台也扩展了青岛国际合作空间，极
大提升了这座中国海滨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将时间跨度拓宽到青岛与克利伯十几年的合作历程
中，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英方组委会把数以千计的船员、游
客以及商业合作伙伴带入了中国和青岛，使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青岛站成为青岛冬季旅游的代表产品，促成商业合作
项目在青岛落地。

8月，青岛浮山湾畔，白帆点点。从这片美丽的港湾
驶去，“帆船之都”青岛，将用蓝色新梦想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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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青岛珠江路小学学生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船员一起演奏中国民族乐器。
刘积舜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合作八届

“青岛号”让世界认识中国
赵 伟

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合作八届

“青岛号”让世界认识中国
赵 伟

比赛中的比赛中的““青岛号青岛号””帆船帆船。。（（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