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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杨瑶） 10 日，
由 青 岛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青岛国际投资促进咨询顾问
机构上海年会暨新旧动能转
换现代产业招商政策推介项
目对接会”在上海举行。参
会代表包括来自普华永道、
德勤、安永、毕马威、三菱
商事等青岛国际投资促进咨
询顾问机构以及西门子、通
用电气、野村证券、渣打银
行等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工
商 大 会 、 日 本 贸 易 振 兴 机
构、波兰投资贸易局、美国
阿肯色州等驻沪经贸促进机
构代表和青岛各区市及经济
功能区代表、现代产业精准
招商专业团队代表等200余人
参加对接会。

青岛市副市长刘建军在
致辞中表示，青岛作为改革
开放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
经过 40 年的快速发展，已经
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欢迎
在座企业参与青岛战略新兴
性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端
服务业领域的全面合作。

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
刚以“新时代、新愿景、新
动能、新机遇”为题，介绍
了青岛在实施新旧动能转化
中重大工程产业发展方向和
发展机遇、青岛经济发展区
域布局和现代产业精准招商
的重点项目、现代产业精准
招商政策措施及专业团队的
有关情况。

会上，普华永道作为第
三方评估机构，发布了 《青
岛——新时代国际化发展背
景下的机遇之城》 报告，从青岛市加快建设国
际城市步伐的视角，展开现代产业综合实力比
较分析，指出青岛未来城市发展新机遇。

据悉，此次推介会发布了依据青岛城市发
展格局确定的新旧动能转换现代产业精准招商
的 57 个重点项目，涉及总投资额 650 亿美元。
其中，有计划总投资 27亿美元的青岛金家岭财
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将引入合
作、合资、独资等形式，构建国内领先、面向
国际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计划总投资 22亿美
元的青岛湾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广场项目，拟建
设高端商务楼宇，作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聚集
专业载体；计划总投资 16亿美元的智慧城市产
业发展云服务平台项目，由市政府直属投资类
企业采取 PPP 合作模式参与运营，以建设国内
领先智慧城市为目标，将引进国内外知名大数
据企业和平台等。

青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又有新动作。
近日，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发布了 《青岛

市推进“国际化+”行动计划 （2018/2019）》（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这是继去年底顺利完成第一个推进实施国
际城市战略双年制“国际化+”行动计划 （2016/2017） 之
后，推出的新一轮双年制行动计划。

此次 《行动计划》 共涉及 200 项具体工作，比上一年
度双年制的 100项行动计划多了一倍，并且，任务进一步
量化，对标也更加精准。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这 200条
行动计划将引领青岛这座城市向着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
尚美丽、更加独具魅力的方向迈进。

发展愿景
《行动计划》是青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的一大创新，它

将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国际成
长力、国际支撑力 5 个一级指标中涉及的 35 个二级指标，
按照责任分工逐项融入全市70多个部门 （单位） 和有关区
市的工作实事中。

围绕“创新+3个更加”目标要求和“一三三五”工作
举措，《行动计划》确立了4个板块：一是发布国际城市战
略愿景报告，创新建设国际海洋名城，涉及 3项工作；二
是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把青岛建设得更加富有活
力，涉及72项工作；三是加快推进创新引领发展，努力把
青岛建设得更加时尚美丽，涉及76项工作；四是加快推进

“美丽青岛”行动，努力把青岛建设得更加独具魅力，涉及
43 项工作。按照“五个国际化”工作部署，《行动计划》
又列出了涉及推进企业、市场、产业、园区、城市国际化
的148项工作。

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龙永图
指出，国际城市战略实施一定要紧贴实际工作，不沦为一
个口号，才会有实际效果。《行动计划》使得实施国际城市
战略的远大目标有了现实的抓手。

一项项行动计划的出炉，将长远的战略目标体现于当
前的具体工作实际之中，让青岛建设国际城市战略的目标
变得具体有形和清晰可见。

未来，青岛将有着什么样的改变？
今年初，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研究编制的 《青

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综合发展愿景报告》里已经勾勒出
青岛的发展愿景。

《报告》对青岛未来国际海洋名城建设进行了发展愿景
描绘，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并完成国际
海洋名城建设核心任务，崛起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知
名城市；至 2050年，成为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美丽、
更加独具魅力的国际海洋名城。

推进机制
200 条行动计划涉及青岛全市各个部门，怎样保证行

动计划无缝对接、顺利实施？
高规格的青岛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高水平的专

家咨询委员会以及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工作层面的“8+30+
1”推进机制，是保证《行动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关
键。

青岛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提出伊始，就成立了高规
格的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由青岛市委书记、市长两
位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分
管领导任副主任，市政府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市直
部门 （单位）、各区市政府、经济功能区主要负责同志任成
员，有效保障了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工作在全市各级各部门
全面展开。

在委员会总体框架下，建立了由商务、质监、发改、
规划、城管、外事、文明办、政法委、法制办、人社局等
部门牵头的8个专项工作组，由70多个部门 （单位） 共同

参与的30个专业工作小组和1个专家
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这些构成了推进
工作体系，形成了工作层面的“8+
30+1”推进机制。在本轮 《行动计
划》 的制定中，有 49个部门 （单位）
反馈了 135 条意见，都被逐条融入，
保证了《行动计划》最大程度地贴合
各部门行业标准和实际工作。

此外，借力“外脑”，把脉青岛
国际城市建设，也是国际城市战略推
进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 10 月，来自海内外的 39 位
“智脑”齐聚青岛，受聘于青岛市实
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这
是近年来青岛成立的规格最高的“智
囊机构”。

这些受聘专家涵盖了金融、贸
易、外事、规划、旅游、环保、会
展、运输、海洋、法律各个领域。中
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为咨委会
首 席 顾 问 ； 中 国 与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主席龙永图出任主任委员；
还有来自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的资深外交
官、知名专家学者和跨国公司高管等外籍人士12人。去年
11月，在青岛召开的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上，专家们提出的61条国际城市建设
的理念全部被吸收和借鉴在200条《行动计划》中。

建立国际城市战略考核机制也是保障战略实施的题中
之义。

国际城市建设考核范围包括青岛 10个区市、8个经济
功能区以及80个市直部门 （单位）。

为确保考核的公平性与科学性，青岛市制定“国际城
市建设”考核指标时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及市推进委各
专项工作组牵头单位组成考核组。考核组经反复论证确定
了包含共性指标和个性化指标在内的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

从细化指标体系到设立专项工作组，再到出台行动计
划，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台考核方案……青岛在国际
城市建设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也正是因为一次次切实
推动，青岛的国际城市建设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逐条实施
上一年度国际城市战略行动计划逐条实施后，青岛这

座城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016年，由青岛发起的、依托位于青岛胶州的“海陆

空铁”多式联运海关特殊监管中心建设的欧亚经贸合作产
业园，获商务部批复支持，成为中国目前唯一横跨欧亚大
陆、境内外双向投资互动的“一带一路”创新型合作园
区。园区将打造面向欧洲、对接日韩的国际贸易通道和现
代国际贸易集聚平台。

这一项工作出现在上一年度的“国际化+行动计划”
中，计划指出：“对标鹿特丹、汉堡、纽约、旧金山等欧美
发达国家港口城市，提升胶州海铁陆空多式联运铁路集装
箱运量，形成以青岛为枢纽的国际集装箱货运中心。”

新的计划提出，青岛要对标上海、杭州、厦门以及新
加坡，办好2018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欧亚经贸合作产业
园致力于打造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目前，境内
园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吸引 21 个项目入驻、总投资
180亿元；在境外，“一带一路”沿线72个重点项目建设全
面展开，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海信南非工业园区等
6个园区纳入商务部重点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库。

上一年度行动计划中关于“青岛口岸将创新建立具有
国际引领水平的跨境电商运行规则”的目标反映在中国

（青岛）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蓬勃发展上。试验区获

批一年多来实现迅速发展，2017年青岛跨境电商贸易额同
比增长101.1%，今年初，青岛成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
过渡期政策新增5个城市之一。

在金融方面，青岛的成绩也可圈可点。按照国际城市
战略中对于“推进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城市建设”的要求，
青岛利用“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
牌，对标英国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标准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
心城市，面向全球开展国际财富管理定向招商合作。财富
管理试验区建设为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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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与英国伦敦金融城、新加坡、韩国等境外重点区
域的合作率先实现突破。

在推进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国际化+行动计
划”中，青岛定下目标，对标美国迈阿密、英国南安普
顿、西班牙巴塞罗那、荷兰鹿特丹，大力推动青岛邮轮产
业发展。如今，青岛邮轮母港正在加快形成科学、合理的
邮轮产业布局，追梦世界级邮轮母港。

践行“对标法国戛纳电影城，发展影视文化产业，打造具
有世界水平的东方影都‘梦莱坞’”这条行动计划，去年11月
份，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电影之都”。

此外，在提升国际交流水平系列活动中，“国际化+行
动计划”中很多明确的目标已经落地。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青岛对标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类
电子展，打造中国 （青岛） 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去年吸
引了全球近200家企业、110多家展销采购商参加；对标德
国慕尼黑啤酒节办好青岛国际啤酒节，今年青岛启动了西
海岸啤酒节主会场，与 6大分会场共同开启啤酒嘉年华的
大幕；对标中国香港购物节、新加坡地铁商圈举办2017青
岛城市购物节，拉动消费增长明显，已连续举办五年的中
日韩海鲜大赛吸引了海内外广泛关注。

两份来自知名机构的世界城市评估报告，描绘出青岛
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在全球知名城市评级机构GAWC （全球化与世界级城
市研究小组与网络） 发布的 《2016 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
中，青岛的档次由上一次报告评级“高成长性”，直升两级
跃升为“Gamma＋”级，城市能级成功实现“越级”。去
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院） 与联合国人居署
共同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榜单。在这份榜单中，青岛城市
等级为 C+，经济竞争力为 0.6462、排名全球第 85 位，在
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5位。

建设国际城市，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课题。青岛正
在国际城市战略推进机制的指引下，走出自己的特色路径。

44月月77日日，，在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码头，，中南美航中南美航
线的线的““马士基斯顿普马士基斯顿普””号集装箱船进行装箱作业号集装箱船进行装箱作业。。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青岛MTI国际学校的外国儿童和学生向青岛民间艺人学习糖画制作、风筝制
作等技艺。 韩加君摄 （人民视觉）

青岛MTI国际学校的外国儿童和学生向青岛民间艺人学习糖画制作、风筝制
作等技艺。 韩加君摄 （人民视觉）

建设国际海洋名城——

青岛发布“国际化+”
200项行动计划

杨 瑶

青岛“海水稻”将首次
全国大范围试种

本报电 近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
中心从海南南繁基地上千份“海水稻”材
料中，挑选出176份优良材料，将首次进行
全国大范围试种。为了检验这176份“海水
稻”材料在不同地质条件下的最终产量和
品质，该中心将在今年5月份左右，首次在
全国5个主要类型的盐碱地上同时进行千亩
片的试验示范。目前，青岛海水稻研究发
展中心的“海水稻”正在海南三亚的南繁
基地内进行材料扩繁、水稻加代育种等工
作。“海水稻”长势良好，已陆续进入乳熟
期，预计4月底收割。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青岛号”暂居第二

本报电 近日，2017—2018 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船队进入“青岛—西雅图赛”
段。在此赛段中，“青岛号”夜间最快时速
达 25节，是第二个通过得分门的船队，获
得额外2个积分奖励，目前总积分暂居第二
位。

据悉，此届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共有全
世界 4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2艘赛船于去
年8月20日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全程40796
海里，预计历时227天，环球一圈穿越六大
洋。

青岛中德生态园成立
智能制造工匠学院

本报电 近日，青岛中德智能制造工
匠学院在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 （中德生态
园） 成立。该学院由中德生态园主导建
设，依托建设中的中德应用技术学校部分
校舍、场地、教学设施设备及师资等资
源，引入德国莱茵科斯特、汉斯—赛德尔
基金会等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科研和培训优
势资源，开创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双元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学院将探索建
立以现代学徒工制度为核心的产教结合、
校企合作双元办学模式，开设机电一体
化、工业机器人、多轴数控加工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作、工业设计、工业自动化和
工业互联网技术等智能制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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