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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青岛集聚国际资本
赵
2017 年底，“2017 最受国际关注中国投资城市”奖项揭晓。根据评
选结果，青岛等 5 个城市入选。
据悉，该奖项由道琼斯集团数据库全球媒体监控数据、美通社海外
网络监测数据、凡闻科技全球主流媒体监控数据等国内外多家权威第三
方数据机构评选而出。
这一殊荣，是对青岛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城市战略、优化营商
环境所做种种努力的最好褒奖。
实际上，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一向是外企青睐的投资
地之一。诸多实例和数据也印证着，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已然成为
青岛吸引外企投资、助力外企发展的重要因素。

投资活力
青岛入选“2017 最受国际关注中国投资城市”，与这座城市强劲的
投资活力有着密切关系。而一个个上扬的数据，是青岛发展活力的最好
注解。
来自青岛市商务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统计局等部门的
2017 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经营信息联合报告 （以下简称“联合报告”）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 6585 家申报的外商投资
企业，投资总额 700.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1%。
这些投资青岛的外企中，不乏嗅觉敏锐的跨国巨头。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智能制造、‘工业 4.0’及
大数据的应用，为高端制造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让我们对风能
等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在青岛的投资计划，正
是这份信心的体现。”谈起在青岛投资的原因，世界 500 强企业德国蒂森
克虏伯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高岩直言道。
该集团在青岛有着 10 余年的投资历史，2016 年 10 月，又增资 3150
万欧元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建设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项目，配备世界
先进技术、生产设备及最优化的管理模式。
同样来自德国的西门子也看好青岛，将其智能制造创新中心设在这
里。
2017 年 2 月，德国西门子与青岛中德生态园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
立西门子 （青岛） 创新中心。该中心成为西门子在中国唯一一家以“智
能制造”为核心课题的研发创新中心，也是其在德国本土外设立的首家
开展工业 4.0 应用的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来自青岛市商务局的资料显示，刚刚过去的 2017 年，青岛分别与美
国高盛、德国空客、法国圣戈班、瑞士 ABB、香港华润等世界 500 强企
业签约设立外资项目，投资领域包括新能源、直升机、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商业综合体开发等。
专家认为，跨国公司将大笔资金投向青岛，其根本原因，在于看中
这个市场的市场潜力、盈利能力和发展活力。
事实证明，投资青岛，是外企的精明之选：2016 年度，青岛市外商
投资企业营业收入 3869.32 亿元，利润总额 248.56 亿元，净利润 174.46
亿元。
盈利能力的持续向好，增强了外企继续投资青岛的信心。联合报告
中的一个细节，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2016 年度，青岛投资总额过亿美元的申报企业 140 家，比 2015 年增
加 30 家，投资总额 310.09 亿美元。投资总额 1 亿美元以下、1000 万美元
（含 1000 万美元） 以上的企业 1072 家，投资总额合计 329.05 亿美元。

伟
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43%、45.07%、22.77%、5.65%。
数字背后，是青岛的地理区位优势、开放优势、营商环境优势等多
重优势叠加，形成合力，造就的独特引资魅力。
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正与一汽大众联手，在青岛大手笔投资建
设其华东生产基地。这一大项目的落地，是青岛“内外资联动发展”的
生动实践。
“青岛是中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十足。我
们非常好看青岛的区位优势和富有活力的城市发展环境。”如德国大众
汽车集团 （中国）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兹曼所言，青岛独特的区位优
势，也是吸引外资登陆青岛的一个重要缘由。
作为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重要贸易港口城市，青岛具有明显优
势。
由青岛港开通的 31 条多式联运集装箱班列线，形成了“覆盖山东、
辐射沿黄、直达中亚”的横贯东西“海铁联运物流大通道”；在海运方
面，作为太平洋西海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青岛港稳
居世界第七大港；连接青岛与北京、上海、银川、海口、兰州、乌鲁木
齐、呼和浩特、昆明等地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陆港交通
网络；拥有 19 条国际航线，5 条洲际航线的青岛机场、正在建设中的青
岛胶东国际机场将成为国际枢纽机场，这些奠定了青岛的航空优势。
面向海洋的区位优势，也造就了青岛的开放气质。
可以说，开放，释放了青岛潜在的外向基因，改变着城市行为、城
市方向，不断融合深化为青岛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
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青岛就被列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如今，
在“一带一路”规划中，青岛被定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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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被列为“节点”和“支点”的城市。
6 次入选“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十大城市”，多
次 获 评 “ 中 国 大 陆 最 佳 商 业 城 市 ”“2017 最 受 国 际 关 注 中 国 投 资 城
市”……越来越国际化的投资软环境，亦为提升青岛的国际吸引力增加
了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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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宋晓华） 中国第一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在探索建设的道路上又迈出坚
实一步。日前，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首批入驻项目
签约仪式在青岛城阳区举行，轨道交通系统集成国家工程
实验室、高速磁浮实验中心、高速磁浮试制中心、中车工
业云平台和环境风洞综合实验室等五个项目签约入驻，标
志着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首批签约入驻的 5 个项目主要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城市
轨道交通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和国家科技部“十三五”重点
科技专项。这些项目从轨道交通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入
手，打造轨道交通技术领域的综合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平
台，推动重点领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的大联合、大协同、大网络，对于建成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轨道交通车辆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
将对我国突破城市轨道交通试验验证技术瓶颈，形成统一
完善的试验标准体系产生重大意义。
高速磁浮实验中心和高速磁浮试制中心两个项目，将
进一步提升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轨道交
通产业升级与发展。
中车工业云平台项目，将通过资源虚拟化、能力服务
化和过程协同化方式，实现创新中心与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链的共享应用。
环境风洞综合实验室项目，将创建国际先进水平的综
合环境空气动力学试验体系，填补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综合
气候环境和高速列车专用空气动力学实验装备的空白。
据该创新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集中签约后，轨道交
通车辆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高速磁浮实验中心和高
速磁浮试制中心 3 个项目有望近期开工建设。
据了解，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于 2016 年 9 月 5
日正式获批，是科技部、国资委共同推动建设的国家第一
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是集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企
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的国际化、专业化创新平台。创新
中心建设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被列为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首批重点工程。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在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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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青岛

“蛟龙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日前，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青岛共有 9 项成果获奖。
其中，由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参与的项目“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获
得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作为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三人作业型载
人潜水器，“蛟龙号”解决了 7000 米大深度耐压、密封、安全技术等世界性难
题，实现了中国载人深潜技术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重大跨越。而青岛作为“蛟
龙号”的母港，在其应用及支撑保障体系的形成中“功不可没”。图为“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进行 7000 米级下潜试验。

招商红利

善弈者谋势。
青岛以开放为引领，以改革为利剑，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由政策优
惠型、政府招商型的传统招商模式向环境优化型、资本运作型四个并重
的现代产业招商创新模式提升。
2017 年以来，青岛市深入实施《青岛市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推进国际城
市 战 略 实 施 纲 要》
《青 岛 市 推 进 实 施“ 国 际 化 + ”行 动 计 划（2016-2017
年）》，以让国外域外资金愿意来、方便进、留得住和推进青岛市现代产业
综合实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为工作目标，打造更加开放透明、
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投资环境。
在这一城市发展背景下，青岛在全国率先创新对外交往地方经贸合
作新机制，初步形成覆盖青岛主要外资来源地的双向合作招商网络。
截至目前，青岛已与全球 76 个城市 （省州、机构） 建立了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在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日本、以色列、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设立“青岛工商中心”。
为优化完善商务发展法治体制环境，青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信用信息系统、诚信守法便利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
越来越便利化的投资服务，也为青岛赢得外商赞誉：
2017 年，青岛继续全面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管理程序。
建立外资大项目服务专管制度、外资大项目服务专管制度、完善提升四
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青岛全年预计完成到账外资 77.3 亿美元， 级联动服务水平、创新“重点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制度”。
《青岛市加快实施现代产业精准招商行动计划》，则以突出利用外资
增长 10.1%左右，占山东省比重近“半壁江山”。在全国 31 个省 （市、
区） 和 5 个计划单列市综合排序中居第八位。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推动传统招商模式向
在青岛的实际外资主要来源地中，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香港的
现代产业招商模式转变。它与同步配套制定的《青岛市实施现代产业精准
招商政策措施》 一起构成有
青岛特色、国内外有影响力
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体系。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青
岛建立起海洋新兴产业、航
空航天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新机场及
临空经济、邮轮母港产业、
交通及现代物流业、财富金
融、影视文化和创意设计、
商业新模式和高端商务消费
服务业、外贸新业态、总部
经济、会展经济等 30 个特色
产业、重点领域的定向招商
专业团队，对青岛市招商产
业的重点领域形成全覆盖。
一家家不断投资、增资
的外企，正在用真金白银的
投资证明，青岛端出的“服
务套餐”十分贴合其发展需
求。而随着这份“套餐”的
不断完善，人们有理由期待
正大食品企业 （青岛） 有限公司是泰国正大集团于 1989 年在青岛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大型食品加工企业，也是
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在青岛的
集聚。
山东省第一家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
张进刚 高瑞刚摄 （人民视觉）

引资魅力

青岛空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正式运行
本报电 2018 年 1 月 9 日，1400 公斤产于新西兰的新鲜车厘子顺利抵达
青岛机场，这是青岛机场进境水果指定口岸获批成立后迎来的首批来自新西
兰的进口水果，标志着青岛机场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成功运行。
据介绍，2017 年 12 月 8 日，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发函，同意青岛机场口
岸开展进境水果业务，意味着进口水果可以在青岛机场经检疫合格后直接通
关入境，而不再需要通过其他口岸中转。

气候变迁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揭牌
本报电 2018 年 1 月 8 日，气候变迁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青岛蓝
谷揭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谢克昌院士担任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
据了解，该研究院主要依托青岛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
学、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等单位优质科研资源及核心技术团队，联合中国工程
院、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海峡两岸气候变迁与能源可持续发展论坛及对德
合作平台优势，开展能源与环保领域技术研究。

国家发展与城市治理青岛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电 日前，由青岛市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国家发展与城
市治理青岛高端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青岛分院成立仪
式在青岛举行。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青岛分院由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和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共建而成，是中国人民大学与青岛市开展战
略合作的智库平台。青岛分院将在课题研究、高端论坛、信息服务、干部培
训、人才交流、研究生培养、共建实践基地、产业引进和培育等方面与青岛
市和市北区开展全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