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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青岛获世界点赞
宋晓华

日前，前来青岛访问的德国建筑文化论坛主席斯多
茨用“非常震撼”来形容青岛港自动化装卸港口给他留
下的深刻印象。在他眼中，青岛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越来
越高的城市，不仅有世界领先的港口和畅通的机场航线
通达世界各地，而且城市的建设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不少到过青岛的海外人士，都有与斯多茨一样的感
受，而且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这与青岛目前正在推进
的国际城市战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今的青岛，在“国际化+”的引领下，不断加快国
际化步伐，不断赋予现代化国际城市以新的内涵，国际
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攀升，“国际范儿”不断提升。

一份来自国际机构的报告
日前，国际知名第三方机构普华永道发布 《青岛市
国际城市战略 2016/2017 年度推进实施评估报告》，参考
国际组织的评定经验，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对青岛进行了
专业评估。
报告显示，2016/2017 年青岛的各项指标均进步比较
显著，总分自 2015 年的 75 分提升至 81 分，提升率接近
10%。在各分项指标中，国际成长力的增速达到 27%，未
来青岛将以更强劲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城市创新。
同时，评估报告指出，青岛国际城市建设成效显著，亮
点纷呈，主要体现在：外向型发展卓有成效、
“ 标准化+”大
幅提升国际地位、国际尖端人才引进成果突出、城市魅力

不断刷新的纪录背后，是青岛日渐国际化的通关便
利举措。外国人 72 小时过境免签、购物离境退税、入境
免税政策在口岸落地实施，让青岛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
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投资意愿低迷、资本外流加剧
的当下，青岛到账外资从 2011 年的 36.34 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70 亿美元，引外资五年连上 5 个“10 亿台阶”。
如今，青岛创新建立现代产业精准招商体系，形成
了“57 条政策措施+30 个专业招商团队”的现代产业招
商系列措施，在招商引资理念上实现“两个转变”：由政
策优惠型、政府招商型为主的二元化传统招商模式，向
环境优化型、资本运作型并重的现代产业招商创新模式
提升，引导各类资金投向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球价值链的“青岛元素”

区、海信南非工业园区等众多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海外平台，他们将国内成熟的园区发展模式在
异域他乡复制、培育，成为青岛在海外的“生力军”。
如今，在青岛，一种全新的境内外双向互动的园区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正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依托青岛胶州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作为互联互通
的连接点，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向西连通中亚、欧盟与
中东欧，向南连接东盟与西亚及南亚，向东对接日韩亚
太，对接印度洋、大西洋岛国拓展延伸至非洲大陆和美
洲大陆两大市场，面向全球建设境内外互联互通的“一
带一路”国际贸易大通道。
目前，青岛胶州境内园区已吸引了 21 个欧亚项目入
驻，总投资额 180 亿元；在境外已启动建设了海尔俄罗斯
工业园、华通柬埔寨青岛产业园区、印尼青岛综合产业
园等一批境外产业园区项目。

海尔谋求全球化布局，成就了全世界白色家电第一
品牌；青岛啤酒销售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在发达国家的
知名度高于发展中国家……青岛诞生的品牌正在深刻影
响世界，无数的外国人，也许都是先认识了青岛品牌，
蜚声海内外的，不仅是走向世界的“青岛元素”，更
才认识了青岛这座城市，这正印证了青岛“品牌之都” 是这座城市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和本土优势理念规划
的国际影响力。
建设的国际城市发展格局。
如今，青岛的品牌被赋予新的内涵，带动青岛以越
善弈者谋势。“三湾三城”的湾区都会规划打开了
来越高端的姿态嵌入全球价值链。
“大青岛”的城市布局。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生产的高铁，成为让外国人称赞
在青岛西海岸灵山湾所在“西部湾区”，《长城》《环
太平洋 2》 等国际大片在东方影都的成功拍摄，让青岛这
座城市因影视声名日隆。这里还汇聚了全球数字娱乐
港、国际文化健康生态谷等千亿级产业项目，以及慧与
全球大数据基地、中铁博览城等百亿级产业项目，拥有
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影视基地和高端旅游度假区。
在胶州湾“中心湾区”，邮轮母港成为青岛开放新窗
口，源源不断吸引着世界豪华邮轮涌向青岛，累计接待
175 个航次、17.8 万人次。
财富管理试验区建设为“中心湾区”发展带来了新
的生机和活力。青岛与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财富管
理合作关系，其中与伦敦金融城、卢森堡、新加坡、韩
国等境外重点区域的合作率先实现突破。
鳌山湾所在的“东部湾区”正成为海洋科技发展新增
长极，蓝谷汇聚的高端创新资源举世瞩目，聚集了 17 家国
字号涉蓝科研平台，同时也成为“雪龙号”
“ 向阳红 09”
“蛟
龙号”等国家级深远海大型科学考察船共享平台。
亚欧数字互联互通高级别论坛、亚洲媒体峰会、东
亚版交会、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黄岛论坛、中国财富论
坛、青岛电影之都峰会……今年以来，青岛审核报批重
要国际会议 86 批次，诸多高端国际会展的落户，成为青
岛国际吸引力的最好注脚。
青岛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国际会展，还有日渐国
际化的人才结构。
9 月 7 日，2017 德国文化周暨第七届德国商品青岛展销会在青岛开幕。图为一名德国艺术家在制作陶器。
作为连续六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城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市，2016 年以来，青岛引进外国人才 12600 人，其中，办
有效汇集国际资源、高水平城市建设成果显著等方面。
不已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之首。
理来华工作证件的 7200 人，柔性引进 5400 人。
而就在不久之前，全球知名的城市评级机构 GAWC
继今年 4 月，中车青岛四方中标东南亚首条高铁印尼
这得益于青岛在全国率先探索研究外籍雇员制度，
（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发布了 4 年一次
雅万高铁之后，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在美国芝加哥投资 1 亿
鼓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机构面向国际招
的最新版评级报告—— 《2016 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青
美元建厂生产地铁，创造中国地铁出口发达国家最高纪
聘、使用海外高层次人才，试点外国人来华“两证合
岛的档次由上一次报告评级“高成长性”，跃升两级至第
录订单。
一”等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推进城市公共管理
八级“Gamma＋”级，与日本大阪、英国伯明翰、俄罗
打造高端创新平台，是青岛与全球创新资源共振的
服务国际化水平。
斯圣彼得堡同一级别。
新路径。
同时，青岛出台外籍海外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资
青岛的国际城市建设成果被两家国际知名机构点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试点，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
助办法，对聘用管理期内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等国
赞，这得益于国际城市战略的不断推进。
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共建“国际南半球海
家级奖项的外籍人才，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对引进
2014 年来，为提升城市能级和国际影响力，青岛全
洋研究中心”；会同德国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研究中心、挪威
高层次人才的中介机构和个人，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引才
面建立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工作机制，将实施国际城市战
海洋研究所、西班牙海洋研究所联合成立了“海底有缆观 “红娘”奖，截至目前，已通过社会力量引进国家千人计
略与“十三五”规划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落实“三位一
测开放工作室”，并通过专家评审；推进与俄罗斯希尔绍夫
划专家 42 人，累计发放引才“红包”231 万元。
体”联动推进，充分发挥国际城市战略的引领作用，按
研究所共建国际北极研究中心；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跳出青岛看青岛。青岛借鉴国内外城市经验，建立
所就共建国际深海研究中心达成合作共识……
照国际标准建立城市规划建设标准体系、建设现代服务
长效决策咨询机制，启动了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
此外，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同济大学青岛研究院、 询委员会组建工作，通过组建“专家智囊团”，咨询并吸
功能体系、提升现代产业综合实力、提升现代文明和国
百度青岛智创基地落户，慧与大数据中心、西门子创新
际交流水平。
取国际和国内一流智库的意见建议。
中心、亚马逊创新中心全面建设，青岛的创新体系以日
如何建设国际城市？青岛的创新在于将长远的战略
不断提升的获得感也是建设国际城市的题中之义。
渐高端的方式链接世界，令人目不暇接。
目标体现于当前的具体工作实际内容之中，将“国际
青岛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
青岛加速融入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青岛元素”浓
化+”的行动计划落实为 100 项实事，让青岛建设国际城
外伤害保险，引入澳大利亚、英国
墨重彩，成为“走出去”的“中国名片”。
市战略的目标愈加具体有形和清晰于事。如今，100 项重
失智照护经验，引进欧洲最大养
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拉诺耐村，曾经是水、电、通讯
点工作已完成过半。
老服务公司荷兰博组客，不断织
都不通的小渔村。如今，这里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密的民生保障网让这座城市幸福
青岛国际城市的特征日渐凸显。今年上半年，青岛
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崭新的厂房拔地而起，如此翻天覆地
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909 万标准箱；上半年，青岛接待入
感倍增。
的变化，源自于恒顺众昇苏拉威西工业园的建设。
境游客 63.6 万人次；8 月 20 日，青岛机场单日吞吐量首次
敞开胸怀向世界，青岛的国
恒顺众昇工业园不是个案。海尔巴基斯坦鲁巴经济
突破 8 万人次，创通航 35 周年以来历史新高……
际化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不断升级的城市发展格局

海内外嘉宾共商丝路共赢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黄岛论坛落幕
2017

本 报 电 （赵 伟） 9 月 7 日 、
8 日两天，来自中日韩、东盟及
欧美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知名经济学家、企业家、艺术
家、科学家、专家学者等 500 多
位海内外嘉宾齐聚青岛西海岸
新区，参加在此举行的 2017 东
亚海洋合作平台黄岛论坛。
论坛围绕“东亚联通、丝
路共赢”为主题展开对话，共
商东亚海洋合作发展，促进各
国在海洋、经贸、科技、文化
等领域沟通交流。
多位“重量级”嘉宾的出
席，不仅体现了各方对东亚海
洋合作发展的重视，更传递出
各方声音。
“ 世 界 有 9.5 亿 公 顷 的 盐 碱
地，亚洲有 3.2 亿公顷，占全球
的 1/3 以上。中国有 1 亿公顷的
盐碱地，其中有 2.8 亿亩可以开
发利用。发展海水稻，开发利
用盐碱地，有利于保障世界和
我 们 国 家 的 粮 食 安 全 。” 论 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
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
隆平透露，他计划在三年之内
培育出一个耐海水的浓度达到
0.3%至 0.9%的高产杂交稻，亩
产 300 公斤以上。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去
年，袁隆平在青岛成立了海水
稻研究发展中心，计划到 2018
年 示 范 海 水 稻 面 积 1000 亩 ，
2019 年到十万亩。目前，其培
育的耐盐碱水稻品种有 7 个已经通过审定。
同样在这一论坛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前副校长、美国工程院院士威廉·韦伯斯特 （William Webster） 关注海上钻井装备产业中的中国机遇。
他认为，随着陆地油气资源的枯竭，海上油气的开发
将成为以后的重点。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洋工程的创
新和品牌建设，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来自印尼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安瓦尔·纳苏蒂安
（Anwar Nasution） 则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能够使传统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生机。同时，中国在国
际贸易当中的参与份额越来越多，在国际格局中正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悉，整个论坛期间，共有国内外 10 位院士、62
位专家学者、30 位知名企业高管发表了 100 多个主题
演讲和对话交流。
除了主旨演讲之外，本届论坛还设有东亚商品展
的国际馆、中国馆、山东·青岛馆、丝路瑯琊 4 大展馆
和海岸展演区。截至目前共吸引超过 7 万余名市民进馆
参观购物，现场交易额达到 1.6 亿元，新区跨国采购洽
谈会合同意向成交额近 4.2 亿元。东亚文化艺术展板块
的“一带一路”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和让·努维尔大师
建筑设计艺术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和青岛市民的参观。
“通过本次论坛，企业能够看到更多元化的元素融
合，能够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引领下，参与到更多
的企业融合和合作当中，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效
益。另外也能更好地为中国，为山东地区提供更多的
服务”。法国圣戈班集团世固瑞特亚太区总裁顾盟睿点
赞道。
有专家认为，黄岛论坛正成为平台建设的有效载
体，推动形成了工商业界领袖、港航领域代表、文化教育
团体等广泛参与的新机制，进一步拓展了东亚海洋交流
合作的领域和内涵，为东亚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
共赢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建设开辟了新渠道。
据了解，2015 年，为落实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东盟与
中日韩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中国国家海洋局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创建了东亚海洋合作平台。该
平台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
2016 年，首届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黄岛论坛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举办，启动了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成为青
岛市以及西海岸新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载体，在与东盟地区工商、港口、船舶海工及海洋文
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青岛 （以色列） 工商中心揭牌
本报电 青岛境外工商中心再添新成员。当地时
间 9 月 6 日下午，以色列—青岛商务对话会暨青岛（以
色列）工商中心揭牌仪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举行。
青岛 （以色列） 工商中心是青岛市在特拉维夫
设立的、面向以色列及周边各国、服务于“引进
来”与“走出去”为主要职能的商务代表机构，是
青岛从以色列引资、引技、引智的重要平台，促进
双向投资贸易合作的桥梁纽带，宣传展示青岛形象
的重要窗口。

青岛 329 项标准获千万元奖金
本报电 日前，青岛组织开展了 2016 年度青岛市
标准化资助奖励工作，其中国际标准 16 项、国家标
准 133 项、行业标准 180 项，依据 《青岛市标准化资
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奖励资金 1000 万元，项目
数、资金数居历年之首。
今年以来，青岛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在经济
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文化建设、政府管理
等五大领域 17 个方面开展“标准化+”行动，进一
步加大了对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化活动给予
资助奖励的力度。截至目前，全市有关单位承担了
25 个国际和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占山
东省的 60%；提出国际标准提案 80 余项，参与制修
订国家标准 700 余项、行业标准 900 余项，获得国家
标准创新贡献奖 23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