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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青岛：：风从海上来风从海上来 伙伴遍丝路伙伴遍丝路
宋晓华宋晓华

本报电 5 月 25 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
盟成立大会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论坛在北京举
办。会上，青岛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城市，推
介了城市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倡议上
海合作组织各国共创、共建中国/上合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

来自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阿塞
拜疆、土耳其等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及
对话伙伴国的经济智库专家代表，与中方智库
代表共130余人参会。会议围绕推进上海合作组
织区域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制度安排、深化上
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新方向等议题展开讨
论，并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盟合作
框架》 与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盟北京共
识》。青岛市商务局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
济智库联盟支持开展地方经贸合作备忘录》。

青岛市市长孟凡利向与会人员介绍说，青
岛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
往来和各领域合作，目前已与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白俄
罗斯等6个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的9个城
市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2018 年上合组织
元首峰会即将在青岛举办，为拓展青岛与上合
组织国家的地方经贸合作带来重要机遇。

据了解，青岛作为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
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经济规模和城市综合竞
争力不断提升。目前，青岛正在加快国际化城
市建设，不断推进企业、市场、产业、园区、
城市的国际化，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
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青岛经济高质量发
展。今年4月，商务部正式复函支持在青岛欧亚
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园区将依托青岛口岸多式联运功
能优势，进一步深化提升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
的双向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合作新路径。

（杨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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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俄罗斯当地时间 5 月 28 日，青岛海尔俄罗斯工
业园暨洗衣机基地奠基仪式举行。

该工业园规划总面积127万平方米，海尔洗衣机、冰箱、
热水器和彩电等主力产品线将在随后陆续入驻，工业园将成
为目前俄罗斯境内家电类单品牌最大的工业园区，也是中国
洗衣机行业建立的第一个欧洲基地。

据悉，先期开工的洗衣机基地将在明年7月前建成投产，
为当地增加 385 个直接就业机会和 1000 多个间接就业机会。
届时洗衣机基地可直接对接俄罗斯全境1.4亿消费者的差异化
需求。

约2000名上合青岛峰会志愿者上岗

本报电 5月24日，约2000名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会议
志愿者正式上岗。据共青团青岛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会议志愿者招募工作自 2018 年 1 月启动，
面向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青岛大学等10所驻青高
校定向招募，从报名的 2万余人中选拔了约 2000名会议志愿
者，他们将为参会嘉宾、媒体等客户群提供抵离服务、翻译
服务、媒体服务、城市运行等全方位的志愿服务。

上合青岛峰会社会赞助企业签约仪式举行上合青岛峰会社会赞助企业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电 5 月 25 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社会赞助企
业签约仪式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尔集团、青岛
啤酒股份公司、青岛饮料集团、中粮集团、上汽大通汽车等
在内的近50家企业进行合作签约。据介绍，上合青岛峰会社
会赞助工作旨在通过募集活动，吸引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共
同保障峰会筹备需求，并让赞助企业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有
效扩大影响力和提升品牌价值，进一步增强峰会举办的综合
效应。

青岛海尔俄罗斯工业园暨洗衣机基地动工

丝路印记闪耀

回首来路，青岛是千百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北
线启航点。

这让开放的基因早已深深注入青岛的血脉。
连日来，青岛双瑞公司的项目经理曾华波正在

为前往阿联酋向客户推介项目做准备。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防腐防污技术研发的高科技

企业，青岛双瑞的产品已经出口巴基斯坦、马来西
亚、德国等 3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曾华波前往这些国家出差的天数也比 3年前多了一
倍。

在新加坡，疾驰而过的地铁当中，每 3 辆里就
有 1 辆是青岛制造；东南亚首条高铁印尼雅万高
铁，成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第一单……中
车四方让青岛制造的足迹，沿着“一带一路”走向
世界。

青岛企业的丝路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一带一
路”沿线合作机遇多、发展前景广，为企业“走出
去”提供了新空间。

在缅甸首都仰光市中心，一座崭新的购物广场
苏雷广场综合体正成为这座城市的商业新地标，其

建设者是来自青岛的青建集团。
自 1983 年“出海”打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以

来，30 多年间，青建在海外开疆拓土，硕果累累，
在3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涉及欧、美、亚、非
四大洲，并在过去 5年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获得 4个境外鲁班奖，成为青岛海外工程品
牌的代表。

无独有偶，在吉尔吉斯斯坦，为中亚著名旅游
胜地伊塞克湖修建的环湖公路正在加紧施工，道路
的施工方也是来自青岛的企业青岛龙海集团。龙海
集团驻吉尔吉斯斯坦总经理冯晓光说：“这是吉国
最大的一个道路项目，当时工期比较紧，任务比较
重，我们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用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把工程赶了出来。吉国总统热恩别科夫点赞
说，我们修的路是吉国最好的公路，将作为吉国样
板路，他希望我们能参与更多的道路建设。”

马来西亚吉打州地处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出海
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来
自青岛的企业鲁海丰投资46亿元人民币建设的综合
农渔产业园即将破土动工。

吉打州产业园建成后，将对接青岛董家口渔业
产业园，使之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渔业生产、冷藏
基地、商业码头和水产加工交易平台。

数据显示，2017年青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2485.27 亿元，同比增长 11.2%；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21.9亿美元，同比
增长14%。

双向合作升级

“走出去”精彩不断，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吸引着越来越多

沿线国家的合作目光。
日前，青岛泽灵文化总经理张霖刚刚签下了一

笔来自英国文化品牌 Zycon Media 的 6 亿元投资，
双方将在未来 8年内，联合打造面向欧美市场的 10
部动画电影和10部系列剧，向世界讲述中国英雄的
传奇故事。

在青岛高新区，来自瑞典的世界 500 强企业
ABB机器人应用中心刚刚落户，将打造中国北方最
大的机器人产业中心，再加上此前已落户的德国的
库卡、日本的安川电机和发那科，至此，世界机器
人产业“四大家族”均已落户青岛高新区，打造机
器人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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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作为全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
合改革试验区，来自“一带一路”的金融领域双向
合作也次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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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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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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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式联运是青岛融入“一带一路”的一张名
片。自 2015 年 7 月 1 日“青岛号”中亚班列开行，
青岛向西的脚步，始终未停歇。

如今，来自韩国的三星冰箱漂洋过海乘船来到
青岛，在青岛多式联运中心搭上通往中亚各国的国
际班列“青岛号”，12 天后就可到达哈萨克斯坦的
阿拉木图，比海运节省10天时间。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是提升“一带一路”双

向合作的创新平台。
该园区依托青岛口岸优势，以“跨境发展、物

流先导、多国双园、贸易引领、产能合作”为运作
模式，引导青岛优势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商共建双向投资贸易项目，目前已在13个国家建
有总投资15亿美元的项目。

近日，青岛获商务部复函，支持在欧亚经贸合
作产业园区创建全国首个“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

随后青岛召开《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发展规划》专家研讨会，打造“一带一路”倡
议下地方经贸合作的新模式。

研讨会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秘
书长梁现池表示，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以

“园中园”模式面向上合组织建设经贸合作示范
区，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地方双向贸易投资合
作、探索开发区转型升级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主任宋志勇表示，
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区域合作重要平
台，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将
极大促进上合组织框架下贸易投资产能合作。

丝路“朋友圈”

在德国曼海姆市，有一处充满中国味道的园林
建筑——中国花园，迄今有数千万欧洲游客游览了
那里，它的投资建设者是青岛荣誉市民、德国曼海
姆市前市长——诺伯特·艾格。

源于对青岛的热爱，诺伯特·艾格多次为青岛
与德国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世界 500 强企业、化工
业巨头——德国拜尔公司在青岛设立了合资企业；
世界 500 强企业、欧洲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
公司在青岛设立了办事处。此外，诺伯特·艾格还
是青岛对德合作与交流平台——“德国之家”的发
起人和倡导者之一。

这样的情谊，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深
播撒。

30多个国家，40余场。一组数字记录了青岛在
“一带一路”沿线，以“通商青岛新丝路、经济合
作新伙伴”为主题举办“丝路对话”经贸活动的足
迹。

全新的路径搭建了全新的丝路“朋友圈”。
青岛着力完善优化全球经贸合作战略布局，推

动与世界上近80个城市 （省、州、商务机构） 建立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沿着“一带一路”，青岛在新加坡、韩国、美
国、德国、日本、以色列、中国香港建成 7个青岛
工商中心。青岛设在英国、俄罗斯的工商中心也已
启动筹备工作。这些工商中心编织起一张广阔且缜
密、畅通且高效的全球合作网络，搭建起青岛与世
界合作的新平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一带一路”青岛板桥镇

论坛、“一带一路”中韩物流合作论坛、青岛国际
经济合作伙伴城市圆桌会议……随着一批有国际影
响力的重大涉外活动在青举办，越来越多的海内外
人士走进青岛，牵手青岛，共同书写“一带一路”
合作新篇章。

青之岛，友朋来。
5 月 7 日，青岛市与希腊比雷埃夫斯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签

约仪式在青举行。青岛与希腊比雷埃夫斯市分别位于“一带一
路”的东西两端，一个拥有世界第七大港青岛港，一个拥有希腊
第一大港、地中海东部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在机器
制造、化学、造船、冶金等领域的经贸合作都让双方契合倍增。

“通商青岛新丝路，经济合作新伙伴”。沿着“一带一路”，
青岛与世界各地的合作越来越频繁。作为海陆丝路的黄金交汇
点，青岛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以扩大经贸合作带动开放升
级，全力构建“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建设新格局，在“一带一

路”上留下了深深的“青岛印记”。
目前，《抢抓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机遇，全面推进“一带

一路”地方经贸合作行动计划》正在研究制订中。以青岛欧亚经
贸合作产业园区为“丝路平台”，青岛正在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和中东欧“16+1”、东盟“10+3”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城市。

同时，青岛还对接中葡经贸论坛、金砖国家论坛，拓展对拉
非合作，面向全球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
双向投资贸易合作。而今，属于青岛的“丝路故事”正不断掀开
新的篇章。

图为青岛森麒麟轮胎泰国工厂的智能化成型生产线。 张进刚 孟 强摄图为青岛森麒麟轮胎泰国工厂的智能化成型生产线。 张进刚 孟 强摄

图为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 张进刚 李 皎摄

图为 5月 27日，一名城市运行志愿者在青岛街头为游客
提供咨询服务。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