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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宋晓华） 日前，首都航空在青
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青岛至澳大利亚悉
尼、英国伦敦直飞航线将于10月、11月相继
开通。

即将开通的两条直飞航线均由首都航空
空客A330双通道宽体机执飞，其中青岛—悉
尼航线将于10月29日正式起航，山东地区首
条直飞伦敦的青岛—伦敦航线也将于11月17
日开通。

据介绍，中国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
大旅游客源国，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第三大远
程旅游客源市场。在中澳两国建交 45周年之
际，青岛—悉尼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拉近两
国的距离，也为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多
价值。

该航线每周三、周日共两班，国内旅客
可以通过首都航空、海南航空的航线网络前
往青岛，12 小时直达大洋洲最大城市悉尼，
尽享阳光与自由。

同样正值中英建交 45周年，青岛—伦敦
航线作为首都航空以及山东地区首条直通英
伦的航线，填补了首都航空和山东地区直航
英国的航线空白，扩大了航线网络版图，也
为周边地区旅客提供了多样、便捷的出行选
择。

青岛—悉尼、青岛—伦敦航线的开通为
青岛的对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空中桥梁，加
强了青岛与多地的互联互通，仅这两条航线
预计年运输旅客数量可达到9万人次。

至此，首都航空在青岛地区共计将开通5
条国际直飞航线，覆盖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三大洲，成
为在青岛开通洲际航线最多的航空公司，引领青岛洲际航
线实现突破式的增长。

据介绍，首航下一步还将开通青岛直飞东南亚航线，
加密国内航线，增强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实现以青岛为中
心的联程中转地建设，助力青岛打造国际中转枢纽，形成
互连互通、全网协同的航线网络。

据悉，在此之前青岛已开通了法兰克福、旧金山、墨
尔本、温哥华、莫斯科等五条洲际直航航线，为青岛与欧
美澳地区重要国际航点之间的联系架设了便捷的空中桥梁。

今年以来，经过精心的市场培育，这五条航线的“洲
际效应”正在逐步释放，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及货邮吞吐
量等指标都有了大幅跃升。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青岛-法兰克福航线航班完成
旅客吞吐量4.1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4.64%；青岛—旧金山
航线旅客吞吐量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36.97%；青岛—墨
尔本航线航班起降208架次，旅客吞吐量3.4万余人次，客
座率74.8%；青岛—温哥华航线航班起降209架次，旅客吞
吐量3.1万余人次。

此外，今年7月5日刚刚开通的青岛—莫斯科航线也有
不俗表现：两个月时间里，航班起降66架次，旅客吞吐量
1.2万余人次，客座率84.5%，货邮239.99吨。

刚刚过去的“超级黄金周”，609.3
万游客涌入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比
增长 15%，实现旅游消费 66.4 亿元，同
比增长 18%。而同时来自商贸和餐饮的
几组数据也印证了青岛的旅游吸引力：
10大商贸企业劲收14.5亿元，同比增长
6.2%；10 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
6548万元，同比增长5.8%。

青岛作为著名的世界帆船之都、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坐拥风景名胜地崂山
和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八大
关，近日成功获得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2018香山旅游峰会申办权，国际知名度
越来越高，逐渐成长为国际一流的旅游
目的地城市。

购物节增添新热度

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的，不仅
仅是青岛迷人的风光，更是青岛热闹的
节庆品牌，从今年 8 月份开幕将一直持
续到12月底的“城市购物节”就是其中
一个节庆品牌，将青岛变成一个大舞
台，让人流连忘返。

无论是漫步充满德式风情的中山
路，还是在现代气息的西海岸奥特莱
斯，都弥漫着“城市购物节”的欢乐气
氛，这是青岛对标香港、新加坡购物节
模式打造的现代消费品牌节庆，如今已
成为青岛的城市品牌，为城市增添时尚
色彩。

最新鲜的青岛时令海鲜，来自世界
各国的特色美食……美食游也成为青岛
旅游的一大特色，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来尝鲜。

在青岛各热门旅游景点，外地游客
还可以拿到一份独特的礼物——城市购
物节 《寻味青岛美食地图》，按图索
骥，就可以找到最有青岛特色的美食和
特产。

同时，在机场、邮轮母港等口岸，
青岛推动境外游客离境退税等政策落
实，拓展扩大免税店覆盖面和规模，吸
引国际购买力不断提升。

在青岛，不仅仅是城市购物节，啤
酒节、海洋节·帆船周、欧盟音乐节等
精彩不断的热闹节庆，也为青岛带来强
劲人气。

斟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陌生人
亲密如友，亲朋好友谈笑风生、豪饮作
乐，乐队演奏者们憋红了脸为饮酒狂欢
者奏乐助兴……青岛国际啤酒节就像一
张请柬，每年 8 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会如约前来开怀畅饮，赴一场狂欢盛
宴。

作为亚洲最大的啤酒节，2017年青
岛国际啤酒节除了将青岛西海岸设为啤
酒节的主会场外，还在青岛崂山区、李
沧区以及平度等同期举办分会场活动，
将整个青岛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里的气氛很好，大家都享受其
中 。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灯 光 秀 ， 很 漂
亮！”来自塞浦路斯的摄影师安耶洛斯·
托马佐斯说。

与啤酒节同期，欧盟青年音乐节为
青岛增添文艺范儿，来自13个国家的20
个乐团近 500 名音乐人齐聚青岛西海

岸，8 天时间进行了 20 余场次精彩演
出，为青岛呈现一场宏大的音乐盛宴，
也为青岛西海岸新区“音乐之岛”城市
名片再注新内涵。

浮山湾畔海风习习，海面上千帆竞
发百舸争锋，青岛一年一度的帆船周·
海洋节，带给这个夏天无限的欢乐和精
彩，动感的赛事、丰富的交流、多彩的
活动让青岛光彩熠熠，以“帆船”为
名，成就为一场盛大的城市盛宴，令人
难忘。

2017国际名校帆船赛、2017船东杯
帆船赛驭风破浪季、2017“市长杯”全
域旅游国际帆船绕岛赛、2017“玛泽润
杯”青岛国际帆船赛、2017“风之帆
杯”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暨帆船赛……
一场场精彩的赛事，为青岛市民及国内
外游客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蓝色嘉年华。

帆船周·海洋节期间，大帆船“帕
拉达”号再次到访青岛。副船长克查诺
夫·亚历山大已是第三次随船来青岛，
每一次来青岛都让他流连忘返：“我很
喜欢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有
帆船比赛，在俄罗斯也有这样的节庆活
动，但没有青岛这么大规模。青岛国际
帆船周·国际海洋节是非常重大的节庆
活动，我们非常愿意支持这个节庆活
动，也希望这个节日办得越来越好。”

扎堆而来的节庆让人应接不暇，共
同打造富有吸引力的磁场，源源不断吸
引海内外游客来此驻足。

海滨游打开新窗口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绵延 710 多
公里的海岸线、44 处独具风情的海滩，
让青岛的海滨游魅力倍增。

日前，来自德国的游客约翰内斯·
斯多茨乘坐邮轮抵达青岛邮轮母港，开
启青岛之旅。

风帆形的外形设计大气磅礴，按照
颜色分类的行李通道颇有国际范儿……
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高标准的设施和
服务让约翰内斯·斯多茨深感震惊：“这
是我见过的最先进的邮轮客运中心，可
以与我家乡的慕尼黑机场相媲美，而且
穿过出发大厅，就可以看到邮轮驶出前
往日本、韩国等地，非常有助于青岛与
周边国家的互动。”

越来越多人选择与约翰内斯·斯多
茨一样的出行方式，乘坐邮轮来到青
岛。

9 月 25 日，青岛邮轮母港人声鼎
沸，地中海“抒情号”、天海“新世纪
号”、“新金桥 5 号”三大邮轮同时靠泊
在邮轮母港，单日接待旅客将近7000人
次，创出开港新纪录。

从 9月 29 日到 10 月 8日，就有六个
航次的邮轮靠泊，12000 多名旅客从青
岛邮轮母港出入境。

随着邮轮母港的建成，青岛对国际
豪华邮轮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
的邮轮选择青岛邮轮母港作为访问港。

3 月 31 日，搭载欧洲游客的“欧罗
巴”号邮轮由上海抵达青岛邮轮母港，
带来入境游客408人。

4 月 17 日，全球最奢华邮轮之一

“世鹏旅居者”号靠泊青岛邮轮母港，
搭载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的
450名旅客，开启全新的旅游体验。

6 月，亚洲最大的邮轮诺唯真 16.88
万吨级“喜悦号”，进驻青岛邮轮母港
开启中国首秀。

8 月 18 日，巴哈马籍豪华邮轮“辉
煌”号搭载着1100余名旅客靠泊……青
岛国际邮轮母港已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开
放窗口，为青岛带来国际购买力。

此外，青岛国际邮轮母港还开设了
每周 3 班往返韩国仁川的定期班轮航
线，年旅客量可达10万人次。

年内，德国赫伯罗特“欧罗丹”
号、荷美“福伦丹”号等经营环球航线
的豪华邮轮将陆续来青靠泊，载着来自
世界各国的游客到访青岛。

自2015年5月29日开港至今，青岛
国际邮轮母港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
单。数据显示，青岛邮轮母港共计接待
171 个邮轮航次，接待邮轮游客约 17.3
万人次，是中国大陆开港首年靠泊邮轮
数量和接待旅客人次最多的邮轮码头。

邮轮母港打开了青岛的新窗口，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这里走进青岛，认
识青岛。

穿过充满德式建筑风情的中山路，
一路沿海边参观栈桥、小青岛、鲁迅公
园，沙滩细软，海风旖旎，到达有“万
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八大关风景区，
耳听涛声，徜徉在有上百年历史的英
式、法式、德式、美式、丹麦式、希腊
式、西班牙式、瑞士式等20多个国家的
别墅群，仿佛置身欧洲小城……

时有白云山间升腾，犹如神仙般栖
息于云端；又漂浮于大海波涛之上，宛
若神游太虚幻境……今年，崂山风景区
推出了一种新玩法——海上看日出，从
海上游览崂山的绝世风光，填补青岛高
端海滨旅游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在央视发起
的“2017 年中国最美赏月地”网络推
选活动中，崂山“太清水月”荣获景

区类第一名。

“旅游+”创新产业链

在青岛西海岸东方影都，总投资超
过 1200 亿元的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
未来将打造成升级版的“好莱坞+迪士
尼”。

三面环海、风景秀美，汇聚大剧
院、国际顶级秀场、星级酒店群、全球
顶尖的游艇中心、世界一流的国际医院
和学校、世界级岛岸滨海酒吧街等高端
配套……青岛东方影都将影视拍摄、外
景、制作、会展等全产业链和大型舞台
秀、酒店群、主题公园、商业等结合在
一起，未来估算每年将吸引 2000 万游
客，可为青岛创造以亿万元计的经济效
益，打造全球影视文化生活之都。

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影视游，又有
接地气的本地近郊休闲游。

白鹭翻飞，鸟鸣鱼游，漫步河边如在
画中……孕育着青岛一方水土的母亲河
——大沽河，如今正以“127 公里生态景
观走廊”的独特方式，串起青岛的城乡。

曾经这条“母亲河”在经历了沧桑
岁月的洗礼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度“吮
吸”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河水年年
有断流。

如今的大沽河沿岸景观带已成为青
岛休闲旅游新去处。日前，2017 青岛·
莱西大沽河国际休闲节隆重开幕，活动
现场健步走、休闲骑行、热气球表演等
精彩环节轮番上演，热闹非凡。

以登山健身、果品采摘等为特色的
东部片区山区旅游休闲区，以文化体
验、美食购物为特色的中部片区城区旅
游体验区，以动车小镇工业游、滨河生
态游等为特色的西部片区旅游休闲观光
区……青岛城阳充满特色的旅游项目令
人应接不暇。

日臻国际范儿的青岛，正拥抱“旅
游+”，向世界敞开胸怀。

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签约落户

本报电 9月30日，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
正式签约落户青岛西海岸新区。据悉，该项目选址在青
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占地约180亩，规
划建筑面积 12.7 万平方米，将通过人才培养平台、研发
创新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等建设，
推动创作与写生基地、产业实习基地、专业培训基地、
创新企业孵化基地、大学生文创领域双创基地、产业促
进与创业服务基地以及专业考试中心、数字娱乐研发中
心、纺织服装研发中心等内容的实施。

青岛行政审批事项“瘦身”五成以上

本报电 据青岛市编办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岛市
行政审批事项数量从799项削减至目前的326项，累计削
减 473 项，精简率达 59.2%；此外，彻底取消了 110 项非
行政许可事项。青岛市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从8780项削减
至目前的3843项，精简率达56.2%。梳理公布责任清单事
项2699项。下一步，青岛将对地方立法设定的21项审批
事项进行清理。实施改革以来，青岛市新增市场主体
76.49万户，总量达110.2万户，位居山东省首位、副省级
城市第四位。

近几年来，青岛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
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创业办事的“痛点”“难点”“堵
点”，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

青岛将举办首届中国养生美食文化节

本报电 10 月 27 日—28 日，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
首届中国养生美食文化节，将在青岛平度开幕。本届养
生美食文化节以“好客山东·食在平度”为主题，同期将
举行特色美食活动。据悉，青岛平度是全国拥有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最多、最集中的县级市，拥有“三标一品”
农产品总数已达 152 个，马家沟芹菜、大泽山葡萄等 18
个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与登记，成为平度打造
中国养生美食文化之乡的物质基础和有力支撑。

青岛三个区市分别登上五个“百强榜”

本报电 近日，《2017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
研究成果》 公布。青岛的黄岛、即墨、莱西三区市分别
上榜“2017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17
年度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县市”“2017年度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区”“2017 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和

“2017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

青岛高新区打造千万平方米产业载体

本报电 近日，青岛高新区千万平方米产业载体项目
暨青岛红岛汇科技金融中心奠基。此次奠基的青岛红岛
汇科技金融中心，位于青岛高新区中央智力岛核心区
域，建筑面积约 10.3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4 亿元。据
悉，该工程总投资约700亿元，力争在三年内完成约1000
万平方米的载体建设任务。该工程的实施将为青岛高新
区的软件信息、医疗医药、智能制造与新材料、互联
网、金融、高端服务业六大产业的发展搭建政、产、
学、研、金、介、贸、媒集成的多点载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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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角青岛一角。。
关少卓关少卓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十一”黄金周
600万人游青岛

宋晓华

“十一”长假期间，青岛机场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8.74%。图为10月8日，青岛
机场边检站开满入境通道确保旅客快速通关。 解 豪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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