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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研历来是青岛的优势之一，
也因此集聚起大批海洋专业国际人才。
来自俄罗斯的叶夫盖尼便是其中之一。

现年 31 岁的叶夫盖尼，有着典型的
俄罗斯人外貌：头发微黄，鼻梁高耸，
眼窝深邃。

去年，叶夫盖尼在 2017 年度中国科
学院“国际人才计划”国际博士后项目
的资助下，来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藻类与藻类生物实验室从事2年的博士后
工作。具体针对缺氮条件下海水小球藻
的光合产氢，开展光生物反应器设计、
产氢机制及燃料电池研究，为微藻氢能
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我是去年 7 月 3 日到达青岛，那天
还下着雨。”叶夫盖尼回忆说，之所以记
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的家乡“雨天很
少”。

叶夫盖尼出生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州一座名为巴甫洛夫斯卡亚的小城，整
座城市只有2万人口。

“我是第一次到青岛。我感觉这是一
座非常漂亮的现代都市，城市很大、很
现代化。而且，城市虽大，却没有建筑
森林的压抑感，而是有着很好的绿化，
让人心旷神怡。”对于目前在青岛的工
作、生活，叶夫盖尼非常满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位于青岛八
大关景区一带，临海而建。在这里近一
年，叶夫盖尼对科研氛围、工作环境都
评价颇高：“青岛涉海科学研究在国际上
非常前沿，我所在的微藻氢能开发利用
项目组，聚集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顶尖人
才。”临海而建的办公室，也恰好满足了
叶夫盖尼对海的喜爱。

在日常工作中，叶夫盖尼与同事相
处十分融洽：“对于我来说，来到青岛，
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从我到达的第
一天起，同事们给与了我方方面面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

在同事的帮助下，叶夫盖尼学会使用微信聊天、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在俄罗斯，我们只能在一些大商场使用转账支付。
但是，在青岛，我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支付，
非常方便快捷。”

为了方便上班，叶夫盖尼租住在青岛中山公园附近。只要天
气好，便从住处出发，穿越中山公园，步行约半小时到达单位。

“青岛市民非常友好。我走在路上，经常会有人跟我聊天，称
赞我帅气。”提到青岛市民的友好，叶夫盖尼特意举例说，“我第
一次去超市买冬枣，不知道青的好吃还是红的好吃，所以各挑一
半。一位青岛阿姨见了，马上用手势告诉我怎样挑选。冬枣是我
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的，我觉得特别好吃，现在经常去买。”

除了水果，叶夫盖尼还喜欢青岛的海鲜。“我在这里吃过各种
鱼、虾、贝类，还尝试过海星、海肠，最喜欢的是虾。”叶夫盖尼
说，他在青岛吃过的海虾，既有比巴掌还大的品种，也有半个指
头大小的，“青岛人说，那种小虾叫蛎虾，是青岛特产之一。”

工作以外，叶夫盖尼偶尔在住处画油画，更多时候是在住处
周围闲逛。“青岛有很多美术馆、博物馆，还有许多漂亮的建筑，
这让我十分惊喜。”叶夫盖尼说，此外，他还喜欢拜访青岛的名人
故居。“我在俄罗斯的时候，读过俄文版的 《骆驼祥子》，到青岛
没多久，就通过地图引导，找到了老舍故居。那周围还有很多中
国著名作家的故居，都非常有味道。”

国际化的青岛，为只身一人来到中国的叶夫盖尼提供了结识
各国朋友的机会。“我所在的单位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我的住
处附近，有一家美国人开的啤酒屋，我经常去品尝他制作的啤
酒，尤其喜欢他做的白啤和黑啤，现在也已经跟他非常熟悉了。”

最让叶夫盖尼惊叹不已的，是青岛的4月。“那个时节，中山
公园的各种樱花一起开放，到处都是花海，花多、花美、花香，
特别壮观，美不胜收，令人震惊。”谈到青岛的樱花，叶夫盖尼一
口气列出一长串形容词感叹道，“青岛这座城市的大海和樱海，都
太让人陶醉了！”

再过一个月，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上合
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在青岛
举行。5月7日，中央主要媒体集聚青岛，共同见证
这座城市以崭新的姿态与上合峰会相遇。

在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委常委、青
岛市委书记张江汀发布了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相关筹
备情况。他介绍说，青岛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
城，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是山青海碧的黄海明
珠，是和谐友善的文明港湾，是一座富有活力、时
尚美丽、独具魅力的国际化城市。中央决定在青岛
举办上合组织元首峰会是山东特别是青岛的一次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青岛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试验区核心城市之一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据悉，目前各项峰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五
大办会特色”也成为青岛办会新的亮点。

在发布会上，张江汀介绍说，把筹办工作与改
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相结合，与满
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结合，城市环境品质不断改
善，形成常态办会；在场馆设计、文艺演出、艺术
创意设计等方面，精心谋划、精雕细琢，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一带一路”倡议、山东和青岛特色等
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特色办会；坚持安全办会，围
绕峰会各流程、各环节，分别细化落实安保措施，

制定完善应急预案，为峰会筑牢坚固安全防线；注
重从细节入手，着力为来宾提供温馨舒适的优质服
务，凸显精细办会；办会过程鼓励人人参与、办会
成果人人共享，增强东道主意识，向海内外来宾充
分展示青岛市民热情好客、文明友善的待客之道，
形成共享办会特色。

秉承“世界水准、中国气派、山东风格、青岛
特色”是本次的办会目标。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相
约6月青岛见。

畅行“一带一路”

青岛作为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我国首批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也是“一带一路”主
要节点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伴随着上海合作
组织元首峰会即将进入倒计时，这座城市也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与嬗变。

在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在
答记者问时列出的一组数据，足以证明青岛这座城
市与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经贸往来的密切。

“2017年，青岛与上合组织有关国家进出口贸易
总额近 400亿元、增长 12.5%，对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投资项目74个，投资额32亿元；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累计在青岛投资项目 226 个，投资额 30 亿元。目前
青岛市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尔 7 个国家的 12 个

城市 （省州、机构） 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热络的经贸往来，开拓出合作发展的一片片新蓝

海。在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正在建设成为上合
组织中亚内陆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重要“出海口”。

马卫刚介绍说，日前商务部正式复函支持在青
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创建全国首个“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这样的示范园区，标志着青岛近年来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懈努力。

在商务部支持下，2015 年青岛与上合组织实业
家委员会共同创建了“一带一路”欧亚经贸合作产
业园区，探索建设以物流贸易为引领、境内外双向
互动合作为特色的开放型产业园区创新模式，打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这个园区依托多式联运功能优势，打造了“跨
境发展，物流先导，贸易引领，产能合作”运作模
式，先后开通了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中蒙班列、
东盟专线等国际班列，累计到发国际班列 4600 列、
61万标箱，基本形成了“西联中亚欧洲、南通南亚
东盟、东接日韩亚太”的国际多式联运贸易大通
道，成为中亚及上合组织国家面向日韩亚太市场的

“出海口”和日韩商品进入中亚内陆市场的国际海铁
联运贸易物流综合枢纽。

目前，境内园区已经吸引中外运华中公司、京

东物流等总投资 238 亿元的 21 个项目签约落户。在
境外，青岛引导优势企业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双向
投资贸易项目，目前已在 26 个国家建有总投资 306
亿元的 32个重点项目，主要包括海尔集团巴基斯坦
鲁巴经济区和俄罗斯、印度家电生产基地，中启集
团柬埔寨特别经济区园区基础设施综合开发建设、
青建集团俄罗斯建筑地产工程、龙海集团吉尔吉斯
斯坦伊塞克湖道路工程等项目推进顺利并取得积极
成效。这些项目带动了青岛与上合组织新兴市场国
家之间的经贸合作，2017 年实现双向投资 41 亿元，
承包工程项目18个，营业额230亿元。

此外，作为中国唯一、全球第 9 个“电影之
都”，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将于6月13日—17日
在青岛举办，近 60部上合组织国家优秀影片参加展
映和评奖，将成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
是上合组织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平台。与
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也将同期
举办，旨在打造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优质产品
的展示和交易平台，扩大从相关国家进口特色商品。

释放“上合效应”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下青岛，开始进入最
美季节。

从掩映于碧海绿树中间的“万国博览会”——
八大关别墅群，到老舍、沈从文、臧克家、萧军、

萧红等名人故居云集的大学路，从碧海蓝天红瓦绿
树到鳞次栉比摩天大楼，从鸥鸟翔集千帆点点的白
昼到光影变幻五彩缤纷的夜色，从游人如织的热闹
景点到恬适静雅的 24小时书屋……青岛不断变换的
色彩令人流连忘返。

2008 年举行的奥帆赛，一年一度的国际啤酒
节，海湾上举办的一个又一个国际帆船赛事……无
一不为青岛这座山海湾城融为一体的海滨城市披上
浪漫的色彩。

这些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去年达 8800
多万人次，他们不仅是来找寻着各自的诗与远方，
更是感受浓烈的文化气息。

如今，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即将在青岛举办，无
疑将提升这座城市旅游品质。

华灯初上，漫步街头，林立高楼的光影变幻如
同奇幻的海洋世界……日前，在青岛沿海一线，流
光溢彩的夜景已成为青岛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是青
岛以峰会为契机开展的夜景亮化提升行动，吸引不
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青岛市旅游局局长崔德志表示，上合峰会将进
一步加快产业结构的改善，随着峰会的筹办，青岛
旅游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峰会效应的释放将吸
引更多的国际会议和活动在青岛举行，全面带动青
岛会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为青岛带来更多游客，
特别是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

峰会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多个国家
和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世界众多的媒体集聚青岛，是
对青岛旅游最有效的宣传，将青岛的风采实时传递
到世界各地，极大提升青岛城市知名度，国际化旅
游城市形象将进一步提升。

释放“上合效应”，无疑将擦亮青岛旅游名片。
业内人士表示，青岛旅游的准峰会时代已经到来，
峰会催生青岛旅游旺季的提前到来，今年“五一”
小长假期间，青岛共接待国内游客497.6万人次，同
比增长 12.1%，实现旅游消费 73.2 亿元，同比增长
19.22%。可以预见，后峰会时代青岛的游客数量将
呈现出井喷和排浪式增长。

展现澎湃动能

上合峰会的举办，无疑将为这座城市打开一展
风姿的窗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在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刚表示，目前青岛已经建立新旧动能转换产业新体
系，发布了《青岛市建设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核心区总体报告》《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总体规划》，建立了涵盖 1000多个项目的新旧动能转
换项目库，并设立了3000亿元新旧动能转换基金。

青岛将发挥国际海洋科学城、国际航运枢纽和
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综合功能，争取在创新前
沿、要素集聚、企业培育、产业升级上率先突破，
当好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努
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发挥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中的排头兵、驱动器、示范区作用，打造国家东部
地区转型发展新的增长极。

目标指引方向。青岛将大力发展新经济产业，打
造动能转换“956”体系。重点发展现代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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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老等九大优势特色产业。

未来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青岛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
数字创意等五大未来行业，同时提升商贸服务、食
品饮料、纺织服装、机械设备、橡胶化工和农业六
大传统产业领域。

海洋科技、高端制造已成为青岛的一抹亮色。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高速列车技

术创新中心、深海基地等一批彰显源头科技创新功
能的国字号平台已落户青岛，这些国家级源头创新
平台将为这座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源源不断的
智力支持。

建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创新“一带一路”双向
开放合作机制，争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港，拓展平行车进口试点……全面开放
的新格局也将为青岛带来新的发展动能。

青岛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成友好城市

本报电 日前，青岛与希腊比雷埃夫斯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签约仪式在青岛举行。据悉，比雷埃夫斯市是希腊第三大城
市，该市工业主要有机器制造、化学、造船、冶金和纺织等。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第一大港，地中海东部最大的集装箱港
口，也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客运港口。

根据协议书，青岛市与比雷埃夫斯市将在经济、贸易、科
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人才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
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大洋一号”携“潜龙三号”返青

本报电 日前，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携“潜
龙三号”潜水器，停靠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科考基地码头。历
时 45天，总航程 6208海里，“大洋一号”船在 2018年综合海试
任务上得胜归来，带回了丰硕的海试与调查成果。

据悉，这次海试“潜龙三号”完成了综合性能试验和最大
续航力试验，标志着我国在深海重大装备的设计、制造方面已
具备产品化开发制造能力。

俄
罗
斯
人
叶
夫
盖
尼
：

﹃
青
岛
的
大
海
和
樱
海
，
让
人
陶
醉
﹄

赵

伟

上合美丽相约 青岛魅力相逢
——青岛筹备上合组织峰会纪实

宋晓华 杨 瑶

青岛青岛市南区市南区
张进刚张进刚 关少卓关少卓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位于青岛的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学习的俄罗斯留学生扎克 （右） 和扎伊尔兄妹俩用汉语和母语写下
“你好，上合”“你好，青岛”。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