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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安大
略省省会多伦多，一场青岛—加拿大汽车
产业项目对接会举行。

加拿大电动汽车探索中心、加中企业
交流促进会、北美汽车工程师协会以及加
拿 大 EMV、 CROSSPOINT、 AUTO-
CHARGERS等有关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和中
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安大略省国际贸易
厅、万锦市政府、布兰特福德市政府的代
表参加了对接会。对接会围绕两地如何在
更多领域合作展开热烈而富有成效的探讨。

精准招商，
海外擦出合作火花

“青岛作为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
一，已形成配套完善的千亿级汽车产业
链，以北汽新能源产业青岛基地为依托，
正在着力打造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基地，市场前景广阔。”青岛市商
务局局长马卫刚在对接会上向外方嘉宾着
重介绍了青岛正在发展的新能源产业。

在观看了展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的城
市宣传片 《丝路青岛》 之后，外方与会嘉
宾对于青岛有了更深的了解，而这也带动
了进一步加强的合作意愿。

加拿大电动汽车探索中心CEO卡拉·克
莱曼表示，非常期待与青岛市在电动汽车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该中心是世界上第一家专注于提供电
动车体验式学习环境的机构，致力于推广
促进电动汽车在全球的使用，实现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该中心由安大略省政府支
持，宝马、特斯拉、福特、大众、三菱等
公司都是该中心的赞助者。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汽车产业
基地，此次交流会的举办恰逢时机、精准
务实，我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将大力支持青
岛与安大略省在汽车等产业领域的合作，
从而推动中加两国的地方经贸合作。”中国
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商务参赞鄂德峰在对接
会上表示。

作为加拿大主要的汽车产业基地的安
大略省，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克莱斯
勒、福特、通用、本田和丰田5家汽车整车
厂的省级行政区，也是北美汽车零部件的
重要产地，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同样表达出合作意愿的还有加拿大万

锦市议员阿兰厚。他表示，愿推动与青岛
在汽车及高科技领域共商合作。万锦市素
有加拿大“科技之都”之称，包括美国通
用汽车和中国华为在内的约 1100 家高科技
公司将加拿大研发中心落户在万锦。

会上，青岛市商务局分别与加拿大电
动汽车探索中心、加中企业交流促进会签
署了电动汽车产业合作备忘录及电动汽车
项目配套产业园委托招商协议，商定共同
推动加方相关汽车零部件企业围绕青岛电
动汽车龙头项目集聚配套。

专程赶来参会的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
厅长陈国治表示，对青岛近年来在装备制
造、港口物流等领域的发展印象深刻，希
望安省与青岛加强产业对接，在中加自贸
协定谈判背景下深化智能交通、节能环保
等方面的合作。

培育新动能，
打造新能源汽车基地

新年伊始，国务院以一号函批复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在山东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的版图上，青岛一直率先走在前列。

在青岛莱西市北汽新能源产业姜山基
地，两年前就诞生了全国第一张新能源汽
车生产资质许可证。

目前，该基地全年生产纯电动乘用车
80066 辆，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 10%以
上。其中，北汽新能源汽车 2017 年产能由
过去的 5 万辆提高到 10 万辆。如今，投资
40 亿元的基地二期正在加快推进，预计
2018年8月底全部投产后，新能源汽车产量
将突破20万辆。

在多伦多举办精准招商对接会后，更
进一步合作也如期展开。

2月 2日，参加对接会的青岛代表团随
即飞赴加拿大温哥华，与正在当地考察的
北汽项目组一起访问了加拿大 EMV电动汽
车公司，参观了 EMV公司生产车间和研发
中心，与公司高层进行了工作会谈。

马卫刚向外方进一步介绍了青岛与加
拿大开展经贸合作的有关情况。他介绍
说，青岛正在实施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瞄准现代产业，开展精准招
商，希望通过北汽集团莱西新能源汽车生
产基地与 EMV公司携手合作，搭建起合作

的桥梁，推动两地相关企业共同开展电动
汽车产业的投资合作和技术研发，互利共
赢。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介绍说，北汽
新能源汽车去年销量为 10.3 万辆，排名全
球第一，希望与加方共同在青岛莱西打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双方强强联合，发
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好后续工作。

EMV 公司 CEO 杰瑞·克罗尔对青岛市
政府对于此项目的重视及协助表示感谢，
对与北汽集团的合作充满信心，希望通过
与中方的通力合作，尽快投产经营。

除了北汽， 在青岛，新能源汽车产业
已经蓄势待发。

青岛市即墨区的一汽解放新能源基
地，是一汽集团为提升产能、加速新能源
汽车布局而建设的首个新能源商用车基
地，年产5万辆纯电动卡车。

此外，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分公司新能
源汽车生产线改造已经启动，预计 2018 年
正式投产。

在全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日益升温以及
青岛本土新能源整车企业的带动下，以动
力电池企业为代表的关键零部件企业在青
岛迅速升级壮大。

青岛国轩电池是青岛首家投产的动力
电池生产企业，也是北汽新能源青岛基地
的动力电池供应商。2017 年，国轩电池生
产动力电池可装备 1.2 万辆北汽新能源汽
车。今年完成生产线改造后，国轩电池的
能量密度将大大提升。

国内另一动力电池主要生产企业力神
电池在青岛的一期项目也于 2017 年正式开
工建设。另外，具有动力电池领先技术的
中慈动力电池项目也已完成设备安装调
试，正式进入生产阶段。

与此同时，青岛相关机构和企业还与
国内外院校及企业达成了新能源汽车的技
术研发合作。

吉林大学青岛汽车研究院与日本JFE株
式会社等4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在碳
纤维电动物流车、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等
核心技术方面开展合作。落户莱西的中北
润良新能源汽车项目与北京大学信息技术
创新研究院联合建设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
车研发基地，计划建成智能汽车研发、设
计、实验、生产四大工艺生产基地。

瞄准价值链高端，锁定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在青岛正驶入新的赛
道。

2017年到发总运量突破42万标箱，同比增
长 18.3%，居全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第四位
……位于青岛胶州的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正
成为一个国际物流枢纽，众多的“青岛制造”
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一枢纽，走向全国及“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为青岛经济发展带来新动
能。

多重优势叠加

日前，青岛北海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自
主生产制造的油田环保机械设备，运离青岛西
海岸出口加工区，通过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
中心中亚班列，顺利发运哈萨克斯坦。整个物
流过程不超过半个月，比传统海运模式节约运
输时间近一半。

如今，像青岛北海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这样选择多式联运的企业越来越多。

多式联运蓬勃发展，得益于青岛在枢纽建
设、通道建设以及通关改革等方面的综合发力。

青岛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海陆空铁大
交通格局正加快形成，这样的优势与青岛先进
制造业的优势叠加，为多式联运发展培育了一
方沃土。

枢纽建设方面，从陆侧看，青岛现有铁
路青岛港站、黄岛港站、胶州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其中，胶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是国家
在全国布局建设的 18 个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之
一，也是山东境内唯一一个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

从海侧看，青岛港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
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连接着 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口，班轮多，航线
密，运价具有优势。

通道建设方面，青岛在全国沿海港口率先
开创了集装箱海铁联运模式，开通了至郑州、
西安循环“五定班列”。

便利的通关也为青岛多式联运加分不少。
青岛港与胶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实现通关一体
化，中心站进出口货物实现“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通过集港绿色通道直达港
口，无需进行出境口岸二次查验，实现快速通
关。

同时，青岛海关完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
通关一体化改革，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关区行政
界限，实现了“9省十关如一关”；山东检验检
疫局完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检验检疫“9+1”区
域一体化，为青岛开展多式联运、服务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便利通关环境。
得益于此，青岛海铁多式联运连续三年领

跑全国。其中，2016年青岛海铁联运量达48万
标箱，同比增长60%，位居全国沿海港口首位。

枢纽价值凸显

随着海铁联运物流大通道逐步搭建，青岛
多式联运在“一带一路”上的枢纽地位日益凸
显。

截至目前，青岛多式联运中心站对全国
600 多个站点开展业务办理，已成功开通 1 条

“胶黄小运转”省内循环班列，中亚班列、“中
韩快线”、中蒙班列、中欧班列、“东盟专线”
5 条国际班列，胶州至乌鲁木齐、西安、郑
州、洛阳、成都、新疆库尔勒、宁夏西大滩 7
条国内班列。

作为国家示范项目的示范线路，中亚跨境
集装箱班列依托胶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青岛
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了一条

“西接欧陆、东纳日韩”的全新高效国际物流
大通道。

“青岛号”中亚班列自 2015 年 7 月 1 日开
行，是山东半岛地区首条跨境货物班列线，该
班列由胶州火车站始发，分别经阿拉山口至多
斯特克、霍尔果斯至阿腾科里两条路线过境，
发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家。

“该中亚班列的开行，使日韩电器和青岛
地区的轮胎等产品能够搭乘火车去中亚，并有

效串联起中亚、东亚多个经济圈，使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与中亚国家增加了一条国际物流大通
道。”青岛西车务段工作人员表示，“青岛号”
中亚班列自开行以来，客户认可程度越来越
高，已由开行初期的每周一列，增至目前的每
周四列，累计发送货物 27408 标箱，成为连接
日韩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亚地区海铁联运
的贸易通道。

2017年，青岛新开通了中欧班列和“东盟
专线”两条国际班列。

中欧班列（青岛）货源主要包括胶州当地的
机械装备、轮胎橡胶、家电等产品。国内经过济
南、天津、通辽后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通过俄罗斯
后贝加尔国境站，直达莫斯科。班列全程7900公
里，运行时间约22天，比海运节省约30天。

“东盟专线”货源主要包括青岛生产的电
子产品和配件、胶合板、玻璃制品以及山东地
区发往广西的食品、蔬菜、压缩机等。国内经
过临沂、武汉、南宁等城市后，经广西凭祥口
岸出境，最终抵达越南河内、同登等地区。班
列全程 2700 公里，相对海运节省 50%的时间，
相对陆运节省20%的费用。

2018年，青岛多式联运将放大海陆联运优
势，加快由物流集聚向贸易集聚转型，稳定开
行国内班列，加密开行跨境班列，探索开行冷
藏班列，力争实现50万标箱运量目标。

2017年青岛跨境电商进出口“翻番增长”

本报电 2017 年，青岛市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
242.76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102.3%，交易规模在全国
13 个综试区中列第五位。其中，跨境电商出口 185.71
亿元，跨境电商进口 57.05 亿元，分别增长 87.3%和
164.1%。进口业务比重较 2016 年提高 6 个百分点，跨
境电商进出口结构均衡化趋向明显。按业务模式分，
跨 境 电 商 B2B 业 务 规 模 221.23 亿 元 ， 占 总 份 额 的
91.7%；B2C 业务规模为 20.1 亿元，占总份额的 8.3%，
均增长1倍以上。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获批汽车平行进口试点

本报电 近日，商务部等 8部门印发文件，在原有
9个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的基础上，在 8个地区再增设 8
个试点，以推动平行进口汽车市场乃至整个汽车市场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成为新批8个试
点之一。

据悉，截至 2017年底，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汽车整
车进口口岸累计进口整车 4.6 万辆，实现外贸进出口
138亿元、各项税收114亿元，带动产生直接行业产值
21亿元、关联行业产值68亿元。

青岛啤酒入选首批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本报电 近日，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在北京发布。青岛啤酒厂工业遗址成为入选的全国首
批 100 个保护项目之一。始建于 1903 年的青岛啤酒厂

（青岛啤酒博物馆） 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厂之一，也是青
岛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德式工业建筑。

据了解，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联合发布的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第一
批）》，覆盖了造船、军工、铁路等门类，入选项目均
为具有代表性、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是人
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见证，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
值、知识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重视。

青岛走进加拿大

对接新能源汽车产业
杨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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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汽解放下线的整车。李云克摄 （人民视觉）

北汽新能源汽车总装下线。（资料图片）

从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出发的中欧班列。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从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出发的中欧班列。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