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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青岛举办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推介会暨创
业投资高峰论坛。会上，青岛市政府宣布设立3000亿元新旧
动能转换基金，将以政府出资引导带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
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助力高质量发展。

当前，青岛正按照中央和山东省有关部署要求，大力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发展海洋经济和军民融合产业，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
加快建设美丽青岛。

据了解，青岛此次设立的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将采取引导
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三级架构，在争取山东省引导基金支
持下，青岛市与各区 （市） 出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市
场化募集，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
发起设立母基金群。母基金再通过出资发起设立或增资若干
子基金，最终将撬动社会资本形成3000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

与此同时，青岛市还将出台加快股权投资机构聚集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奖励落户、税收优惠、办公用房补助、
人才奖励、建立配套服务机制等方面制定更加优化的政策，
吸引基金加速聚集。

据青岛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
基金投资方向将主要围绕青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点
投向“五大”领域：一是支持做强做高优势特色产业，优先
投向现代海洋、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汽车制造、现代
金融、现代物流、现代旅游、商务服务、健康养老等9个产业
的项目；二是支持发展壮大新兴未来产业，优先投向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5个
产业的项目；三是支持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优先投向商
贸服务、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机械设备、橡胶化工、现代
农业等 6 个产业的项目；四是支持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海洋名城建设等领域的项目；五是
优先投向创新性企业和市级以上重点人才创新等项目。

目前，青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已初步建立，1000
个入库项目均是技术水平高、质量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大
项目、好项目。按照“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原则，青岛
市首批筛选了 50 个适合基金投资的优质项目，计划总投资
1416亿元，涵盖传统支柱产业、新兴未来产业、优势特色产
业三大领域16个细分行业，希望与广大投资机构进行深入洽
谈合作。 （赵 伟、董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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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号科考船顺利返回青岛母港“科学”号科考船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本报电 4 月 19 日中午 11 时，
我国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
学”号，圆满完成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
系统多学科综合调查，顺利返回青岛
母港。本航次科考“科学”号获取深海
宝贵样品356个，包括许多新奇物种。

本航次于 3 月 10 日从青岛起航，
历时 41 天，搭载了来自中科院海洋

所、声学所、山东大学、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的
80 名考察人员。项目科研团队从地
质、水文物理、化学和生物生态等多
学科调查入手，针对位于东经152度
—153度、北纬17度的麦哲伦海山链
的典型海山，进行了综合探测研究，
获得了两座海山的精密地形图。

本报电 近日，“青科大一
号”卫星冠名仪式在青岛科技大学
崂山校区举行，该卫星将于4月底
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这
是首颗以山东省高校命名的卫星。

据悉，“青科大一号”卫星是
青岛科技大学与珠海欧比特宇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的“结
晶”。“青科大一号”卫星数据一方
面将用于大数据教学和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将通过共享机制服务于青
岛市及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现代海洋产业等新旧动能转换

“十大”产业。

中俄地方合作园（青岛）启动
本报电 近日，“中俄地方合

作园 （青岛） 启动仪式暨 2018 青
岛中俄地方合作交流活动”在青岛
西海岸新区举行，中俄地方合作再
添重量级园区载体。据悉，这是首

个在“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启动
的中俄地方合作园区。该园区不仅
承担着中俄地方创新合作的使命，
还将打造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人文
交流的国际化示范平台。

“透明海洋”调查工程青岛起航
本报电 近日，“透明海洋”

工程 2018 年度渤海、南黄海标准
断面调查项目综合考察航次从青岛
起航。这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与刚刚启动建设的中科院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首次联合组织
的科考航次，面向全国涉海科研教
育单位和科学家开放共享。

航次任务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的“科学三号”调查船和中科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所“创新一号”调查
船同步执行，4 月 17 日，“科学三
号”从青岛薛家岛码头起航赴南黄
海海域执行任务，4 月 19 日，“创
新一号”从烟台起航赴渤海海域执
行任务。

“青科大一号”卫星4月底发射“青科大一号”卫星4月底发射

本报电 近日，“青岛市智慧
生活科技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暨创新
成果发布会”在青岛举行。

创新中心由青岛市政府主导、
海尔牵头建立，主要目标是整合国

内外与智慧生活相关的优质资源，
构建智慧生活技术和产业创新生
态，打造全球领先的智慧生活科技
创新中心。预计2020年青岛市智慧
生活领域将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青岛智慧生活科技创新中心揭牌

青岛招商引资见实效
宋晓华

青岛招商引资见实效
宋晓华

青岛正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青岛新批外商

投资项目244个，同比增长106.78%；合同
外资 18.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04%；实
际 使 用 外 资 25.61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0.88%。
今年以来青岛对外招商呈现增长势

头，得益于青岛创新实施精准而现代的招
商模式，不断打造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为
众多投资者带来发展机遇。

青岛西海岸新区努力营造良好城区环境，引得海内外诸多人士在此投资置业。图为中德生态园。 张进刚张进刚、、高英俊高英俊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为青岛风景图为青岛风景。。 张张 岩岩摄摄

吸引外资新高地

日前，世界 500 强企业 ABB 机器人应用中心
落户青岛高新区，将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机器人
产业中心，推动青岛智能制造产业的聚势引领和
融合互动。

此前不久，日本知名精密机械制造商洋马株
式会社在青岛设立技术研发中心，这是洋马继在
日本、马来西亚和意大利之后设立的全球第四家
研发中心，也是日资企业在青岛设立的第一家定
位全球市场和服务的研发中心。

在青岛城阳区，全球领先的综合型科技企业

美国迪捷集团刚刚与青岛一家企业签约，联合投
资8亿美元，建设VR虚拟现实产业园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唯一的财富管理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青岛专门设立了财富管理招
商小组，抓住我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契机，吸
引众多外资金融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青岛已经与渣打银行达成在青设立境内有限
合伙人基金 （QDLP） 的合作共识，还与日本野
村证券交流洽谈成立合资基金公司。韩国最大券
商未来大宇证券拟在青发起合资证券公司。意大
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发起筹建的青岛意才财富管理
公司将增资约5000万欧元，争取公募基金销售牌
照和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国际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KKR战略投资海
尔集团，实际利用外资 5.18 亿美元；青岛港集
团、青岛银行成功实现香港上市，募集资金超过
10亿美元……随着并购、参股、股权出资等引资
方式的多元化，青岛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参与

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实现了双赢。
正如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所

言，青岛的一大优势是青岛拥有一批经营良好、
发展稳健的优秀品牌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吸引境
外资源投资青岛的重要载体。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改革开放40年来，青
岛已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2.67万个，累计利用外资
762.8 亿美元。目前青岛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达
6585 家，占山东全省的 43%，位居全国各省市
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47个列统单位综合排序第11位，计划单列市第
2位，副省级城市第3位。此外，世界500强企业
中已有134家在青投资兴业。

频繁落户青岛的众多项目印证了青岛对外资
强大的吸引力。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
之一，青岛已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高地。

密集招商显诚意

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也是青岛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

今年年初，国务院批复设立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青岛被确立为重要的核心城市，
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青岛有着浓厚的制造业基础，正在抢抓“一
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等
重大机遇，围绕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实体经
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集群、以现代海洋产业为基
础的国际海洋名城，以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招商领域，青岛出台现代产业精准招商 57
条措施，成立由市级行业部门牵头、各区市及相
关经济功能区共同参与组建的30个定向招商专业
团队，并梳理出57个新旧动能转换工程重点招商
项目，面向全球展开精准招商，投资规模可达650
亿美元。

有机遇，有措施，更有行动。
3 月 25 日，在北京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青岛市委副书记、市
长孟凡利以“新时代 新动能 新机遇”为题发表
了主旨演讲，吸引海内外嘉宾热议青岛这座万亿
之城的投资新机遇。

时隔两周，青岛在上海举办国际投资促进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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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了青岛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点招商项目，吸引众多外资企业参与到青

岛新兴战略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
的全面合作中来。

今年 2 至 3 月份，青岛先后 3 次派出商务代表
团赴日韩实施定向精准招商，密集拜访当地企业和
机构，召开4场推介活动，促成一批项目签约落户。

韩国 SM 集团与青岛企业合作投资 25 亿美
元，将引入 SM 集团文化娱乐领域的成功经验和
模式，结合青岛特有的文化元素，打造一个融生
活、文化、娱乐、体育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广场。

中日友交商会株式会社与青岛胶州签署冷链
物流及健康食品研发生产项目合作协议，引进日
本日立物流等 500强企业的最新 AI技术，打造高
效率智能冷链物流配送管理系统，并设立健康食
品研发生产基地，总投资达4000万美元。

年内，青岛还将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
举办世界 500 强企业及全球行业领军企业驻华机
构定向招商活动，面向更多企业定向开展现代产
业精准招商。

营商环境更优化

为青岛带来投资“磁场效应”的，不仅仅是
这座城市招商政策和行动的满满诚意，更在于这
座城市不断提升的国际营商环境。

日前，青岛入选道琼斯集团发布的“2017最
受国际关注中国投资城市”，并再次入选福布斯中
国公布的2017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前十佳。

近年来，青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立足全
域、面向全行业全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良
好效果。日前，青岛发布 《青岛市推进“国际
化+”行动计划 （2018/2019）》，建立国际城市战
略“8+30”推进工作机制和国际城市战略咨询评
估机制，启动筹组国际城市基金会，召开青岛市
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咨询会
议，邀请国内外资深外交官、知名专家学者和跨
国公司高管等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为青岛提升国
际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断推进企业、市
场、产业、园区和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此外，青岛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全国
审批事项最少、时限最短、服务最优的国际化法
制化营商环境。青岛创新建设涵盖市、各区（市）、街
道（镇）及经济园区、外资企业4个层级的四级联动
服务体系，建立了4949个“四级企业联系点”，将为
外资企业提供更细致入微的服务。

左图为中德生态园的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
张进刚、高英俊摄 （人民视觉）

图为图为““科学科学””号海洋科考船号海洋科考船。。 张进刚张进刚、、张嘉奇张嘉奇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