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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驿站”

在全球布局工商中心，是青岛的
创新之举。

“青岛建设境外工商中心，立足
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意在全方
位、宽领域、深层次推动与全球各个
国家与地区的地方经济合作。”谈起
布局境外工商中心的初衷，青岛市市
长孟凡利去年8月在香港出席境外青
岛工商中心座谈会上这样介绍。

在青岛给出的官方介绍中，这些
中心代表青岛市履行驻外商务代表机
构工作职能，以现代产业精准招商为
主，为青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
务，促进双向投资贸易合作，同时作
为 “引智”平台，服务海外人才引
进工作。

2014 年 10 月 17 日，青岛首家境
外工商中心落子新加坡丝丝街143号
GB 大厦，牵起了青岛与新加坡及东
盟各国之间合作的纽带。此后，青岛
相继在韩国釜山、德国慕尼黑、美国
旧金山、日本东京、以色列特拉维
夫、中国香港设立境外工商中心。

对于这些境外工商中心，青岛创
新运行机制，不仅仅将它们视作一般
意义上的海外代表机构，更是着力打
造致力于现代产业精准招商、促进双
向投资贸易合作的机构，从而为青岛
打开一扇双向联通和服务的窗口。

对于进入青岛的海外企业，这些
工商中心可以帮助解决境内外文化差
异，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投资并购信
息，寻找商业伙伴，进入当地市场以
及开拓销售渠道等问题。

对于“走出去”的青岛企业，这
些工商中心可以提供更为广阔的经济
合作信息和渠道，打造一个原料、资
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资讯和要素
更加通畅流动的境外投资新版图。

更为难得的是，青岛的每个境外
工商中心在正式设立后都各有创新，
备受当地工商界关注。

美国青岛工商中心设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盖特威大道 2025
号楼。揭牌当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
馆旋即在其官方网站上给予积极肯
定：“中美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的
举行和美国青岛工商中心的成立，是
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地方交流
合作这一共识的新成果，对于深化青
岛与旧金山湾区的经贸合作、双向投
资、人才交流，以及促进中国东南沿
海与美国西海岸地区之间的合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选址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
町 3 丁目 10 番地的日本青岛工商中
心，与日中经济协会相距不远。“协
会与中心建立了每月定期见面的交流
机制，这是我们建立的唯一一个与中
国地方城市的定期交流机制。”日中
经济协会专务理事杉田定大高度评价
日本青岛工商中心的作用，他认为

“这将极大促进以青岛为窗口的日中
经贸交流与合作”。杉田定大还表
示，日中经济协会将对日本青岛工商
中心的发展给予最大的支持。

通商窗口

与青岛的国际城市战略、国际经
济合作伙伴、“千企招商大走访”等
发展新举措相链接，境外青岛工商中
心发挥出独特作用。

青岛与新加坡，一个是碧海蓝天
的岛城，一个是有“花园城市”美称
的岛国，自然环境类似、经济产业对
接度高、文化融洽和谐，合作潜力巨
大。新加坡青岛工商中心的成立，为
双方联系搭建了平台化机制。

该中心成立一周后，青岛市便与
新加坡正式启动城市发展全域合作，
成为中国首个向新加坡提出将双方合
作提升至“城市发展全面合作”理念
的城市。2016 年，青岛发布 《青岛
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新加坡
成为其推进国际城市战略的对标城市
之一。

资料显示，去年新加坡青岛工商
中心落实青岛“千企招商大走访”活
动，密集走访了数百家新加坡重点企
业，拓展区域业务。

通过走访，新加坡青岛工商中心
促成凯德商用集团代表迅速到访青
岛，在地铁商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参与青岛新机场商业等项
目合作。大华银行、新加坡中国商会
会员企业、九竹科技、新科、吉宝等
新加坡企业代表也陆续到访青岛。
吉益品集团拟探讨与青岛在金融培
训、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太平洋船
务和叶水福集团有意向在青岛设立
研发中心……

在新加坡企业积极投资青岛的同
时，青岛企业也在新加坡青岛工商中
心的助力下，越来越多“出海”到新
加坡闯荡。

仅在去年，新加坡青岛工商中心
就为青岛交运集团竞标新加坡公交路
线营运项目、南山 （新加坡） 海外工
程投标、新加坡惠康贸易公司与青岛
赛轮天然橡胶贸易合作等事宜联系协
调、牵线搭桥。

在各个境外青岛工商中心，这样
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引资的同时，“引智”也成为
境外青岛工商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

去年，多个境外青岛工商中心被
青岛人社部门授牌“青岛海外引才引
智工作站”。已连续举办17届的青岛
全球引才盛会——蓝洽会，也在各境
外青岛工商中心的推荐下，赢得了多
名高端海外人才的关注。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工商中心还
辐射带动了青岛的国际经济合作伙伴
城市合作机制。

坐落于慕尼黑市马克思-约瑟夫
大街5号巴伐利亚经济之家的德国青

岛工商中心，助力青岛于去年与德国
慕尼黑市和奥尔登保市分别签署协
议，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引导德
国雷根斯堡市在青岛设立代表处。

创新平台

促进地方经贸合作，是青岛7处
境外工商中心的重要功能。在金融、
文化、旅游等领域，这些境外工商中
心也成为促进相关合作的重要推手。

近水楼台先得月。选址在韩国釜
山广域市南区门岘金融路 40 号的韩
国青岛工商中心，促成青岛与韩国在
金融领域的多项合作。

2017 年底，青岛市企业对接韩
国资本市场推介会在青岛举行，韩国
证券交易所、未来大宇证券、韩亚金
融投资等金融机构悉数出席。这场活
动的组织者，正是青岛韩国工商中
心。同年，青岛韩国工商中心还促成
韩国 SM 娱乐集团参与青岛西海岸

“文化艺术小镇”项目建设，推进韩
国灵岩郡“马韩文化节”与青岛即墨

“祭海节”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韩
国阿曼旅行社与威东航运合作组团到
青岛旅游。

随着越来越多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境外青岛工商中心的积极作用日益显
现，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期待。

去年9月，青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市基布兹咖路游大街47号最新建成一

处工商中心。在揭幕仪式上，中国驻以
色列使馆经商处参赞吴彬坦言：“以色
列青岛工商中心的建立将为青岛企业
与以色列的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大量事实已证明，得益于境外青
岛工商中心的陆续建立，青岛与全球
各国家、地区的地方经贸合作更加顺
风顺水。

“境外青岛工商中心是构建全市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创新举措，是青岛实
施国际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青
岛市副市长刘建军在上月召开的境外
青岛工商中心座谈会上介绍说，“今年，
青岛将加快设立青岛俄罗斯、英国工商
中心，完善工商中心全球布局。”

“这些境外工商中心是青岛开展
海外工作的前沿阵地，掌握了一批投
资贸易合作信息，调研了有关领域的
最新情况，积极推动了青岛与所在国
家、地区及周边区域有关合作项目的
进展。”青岛工商中心理事会牵头单
位的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说。

青岛市国际工商中心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建军则从实际运行方面做了简
单介绍，他说，“境外青岛工商中心
每年年初召开工商中心理事会年度工
作会议，向理事会成员、股东单位汇
报境外工商中心工作情况。”

新时代需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青岛放眼全球设立境外工商中
心，创新招商投资新机制，必将进一
步提升青岛开放水平，搭建动能转换
新支点，为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助力。

青岛拥有711公里海岸线，69个
海岛，49 处天然港湾，375.3 平方公
里滩涂，12240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这样的蓝色轮廓，让青岛聚集了
全国 30%以上的海洋教学和科研机
构、50%的涉海科研人员、70%的涉
海高级专家和院士。

2017 年，青岛海洋经济再次交
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统计数据显
示，据初步核算，2017 年，青岛市
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2909 亿元，同比
增 长 15.7％ ，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26.4％。海洋经济总量占山东省比重
20.8％，比去年同期提升 1.5 个百分
点。海洋经济拉动GDP增长3.9个百
分点，比2016年提升0.4个百分点。

如今，在青岛鳌山湾畔的蓝谷，
一座海洋新城正加速崛起。截至目
前，22 个“国字号”“中科系”“央
企系”“国海系”重大科研平台正在
这里聚集。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天
津大学、四川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
22 所高校在蓝谷设立校区、研究院
或创新园。

随着“产学研”链条的持续完
善，青岛在海洋领域内取得的多项成
果引人注目：国内起重量最大的起重
船“大桥海鸥”号由海西重机完成交
付，起重量 3600 吨、起升高度 110
米；世界首座全自动智能海上养殖装
备“海洋渔场1号”由武船集团交付
挪威萨尔玛公司；武船集团北船重工
承制的世界首艘第二代 40 万载重吨
矿砂船在海西湾下水……海工装备产
业自主化、高端化程度不断加深。

此外，青岛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去年青岛
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现增加值 51
亿元，同比增长 7.6％，占海洋生产
总值比重 1.8％。华大基因北方中心
在青启用，国际海洋基因组联盟成
立，通过搭建基因资源收集和研究的
基础支撑平台，青岛开展了海洋生命
基础科学和应用性研究。青岛高新区

“国家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
地”着力打造“医疗医药创新产业和
产业平台”，已累计引进医疗医药产
业类项目 110 余个，总投资 140 亿
元；截至目前，园内120家生物医药
企业产值达30亿元。

海水淡化重点工程也在加快建设
中。2017 年，青岛海水淡化和海水
综合利用产值达53.1亿元，同比增长
7.9％。去年7月，百发海水淡化建厂
以来第一次达产，共产水 105251 立
方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单厂海水
淡化日产量的记录，也是目前全国十
万吨级别海水淡化厂里第一次满负荷
运行的最高记录。

海洋科研平台的不断聚集，推动
青岛海洋科技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
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领先优势。例如，
蓝谷海洋国家实验室诞生了一批大国
重器。“向阳红 01”，在南大西洋执
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航次任
务；“向阳红 09”是国内第一艘深潜
试验母船，曾载着“蛟龙号”在马里
亚纳海沟区域完成了 7000 米级海试
任务；“向阳红 06”可抗 12 级风浪，
具备全球航行科考能力……

2017 年 9 月，由“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
首批“海水稻”在青测评，测产结果
白泥地研发基地最高亩产达620.95公
斤，远超 300 公斤的预期。同月，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 通过
专家评审，青岛再次彰显了海洋强市
的强大优势。报告显示，青岛海洋科
技投入产出综合效率平均值 0.835，
居全国首位；青岛、厦门、大连、
杭州的规模效率均达到最优水平的
80％以上；纯技术效率方面，青岛
的平均值为 0.999，处于全国最优水
平。由科技部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第五次国家
技术预测”结果显示，青岛海洋领
域国际领跑技术占全国海洋领域国际
领跑技术的比例达到44.4％，发展优
势明显。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青岛加
快滨海旅游国际化建设，海洋旅游已
成为建设海洋强市的重要增长极。去
年，青岛市接待游客
总人数超过 8808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9％；青岛邮轮母港
客运中心共接待邮轮
95 个航次，同比增
长 5.6％；接待出入
境旅客 10.9 万人次，
同比增长23.4％。青
岛邮轮母港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近日，由青岛市
发改委牵头，青岛市
经济信息化委、科技

局、海洋与渔业局等共同参与，成立
了一支海洋新兴产业定向招商专业团
队，将面向全球招商。

重点招商产业分别是：海洋高端
装备制造业，依托国家船舶海工装备
产业示范基地等园区和中船重工、中
海油海工等龙头企业，建设特种海洋
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发展大型集装箱
船，依托国家深海基地平台，参与

“智慧海洋”工程，进行深远海开
发；海水淡化产业，建设国家海水淡
化利用示范城市；海洋新能源产业，
开展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生物
能、海风能等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
范，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新
能源核心装备，建设海洋新能源技术
研发中心和装备测试基地；海洋生物
产业，推进海洋工程酶工程、发酵工
程技术，培育海洋生物优良品种；海
洋新材料产业，实施海洋关键材料升
级换代，发展海洋防护材料，海洋环
保材料，海水综合利用新材料向着海
洋新材料产业招商；现代海洋服务
业，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区域性航运
枢纽功能，集聚全球高端航运资源，
打造国际滨海休闲度假中心。

完善的海洋产业链，优厚的人才
政策，使得青岛形成海洋科技创新、
产业高端发展的生态圈，必将吸引全
球涉海高端要素源源不断聚集而来。

本报电 3月12日，青岛海关
“智慧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系统包括智能查验、智能物流、智
能大宗散货、智能服务等4大模块
27 个 应 用 项 目 ， 广 泛 采 用 自 动
化、智能化手段，实施精准监管、
顺势监管、集约监管。

以智能查验模块为例，青岛海
关通过应用智能查验设备和人工智
能技术，以尽量少干预、不中断物
流为原则，推行“先期机检”，开
展“智能审图”和查验设备智能化
应用，优化、再造查验作业流程，
逐步加大非侵入检查比例，打造智
能查验新模式。

传统模式下集装箱被布控机
检查验时，需要从堆场搬运经过
机检设备进行机检查验，额外产

生一次搬倒费用和耗时。而青岛
海关配备全国首个安装在自动化
码头的先期机检设备，对集装箱
实施先期机检检查，在出口集装
箱运抵、进口集装箱从船舶吊离
进入堆场等环节即可获取 X 光机
检 查 图 像 ， 并 实 施 专 家 集 中 审
图，提前研判监管风险。先期机
检把海关的实货监管嵌入了企业
物流运转过程，避免了后续布控
查验环节产生多次搬倒，提高了
物流运作效率。

经前期测试，系统上线后可实
现海关实货监管主要作业环节无纸
化率达到 100%，卡口正常通行率
达到 100%，集装箱查验、舱单变
更、施验封等环节海关作业时间减
少30%。

本报电 近日，为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青岛市金融办发挥创新引
领作用，重点试验区、新型农村合作
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各类改
革创新举措落地生根。

青岛市金融办积极牵头建立金
融创新奖评选工作组，评选出一批
创新项目和成果。例如，平度市开展
国内首单政策性农产品（鸡蛋）“期
货+保险”综合创新项目，有效维护
了养殖户的切实利益；胶州市创新
实施了小额人身保障保险、精准脱
贫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保险、生猪、

大白菜和马铃薯等价格指数保险、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普惠型险种。
青岛农商银行与青岛海关、人保财
险青岛分公司合作推出“银关保”业
务，通过引入保险公司提供关税履
约保证险服务，分担银行客户信用
风险。

此外，青岛市金融办还大力拓
展创新品种，会同相关事权部门，
推动专利权质押贷款保证保险、农
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

“信保融”企业融资等创新保险融
资模式。 （徐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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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助推青岛动能转换

青岛海关“智慧监管”系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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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青岛对外开放新格局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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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市扩大对外开放，需要打开新思路，丰富新内涵。
青岛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放眼

全球布局境外工商中心，目前已在新加坡、韩国、德国、美国、日
本、以色列、中国香港设立7处境外工商中心。

这些境外工商中心作为青岛商务工作的境外“驿站”，与青岛的
国际城市战略、国际经济合作伙伴、“千企招商大走访”等发展新举
措相链接，成为青岛探索扩大对外开放、转换发展动能的新亮点。

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和壮大海洋经济，都是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据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
室近日发布的《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7）》，中国的
海洋科技创新指数居于全球第6位，由第三梯队成功跃升至第二
梯队，跻身世界海洋科技创新产出和创新应用强国。

海洋赋予青岛一张张耀眼的名片，更塑造了这座城市临海
筑梦、向海而兴的担当。从在国内率先发布“海洋+”发展规
划，到提出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全球坐标，青岛，早已当
仁不让地肩负起建设“海洋强国”的使命。

图为位于青岛金沙滩啤酒城的“一带一路”国
家著名灯塔。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远眺青岛湾远眺青岛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王建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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