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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青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北线起航点。
进入新时代，青岛得风气之先，成为“一带一路”倡
议中唯一的海陆“双定位”城市：既是新亚欧大陆桥
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又是海上丝绸之路支点。

作为青岛联通世界的出海口，青岛港的价值也被
重新定义：在“一带一路”国家规划的海陆 5条路线
中，有 4条可以从青岛港始发。自此，青岛港成为国
家“‘一带一路’东西南北全向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桥
头堡”。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之际，青岛作为上合组织
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重要“出海口”，其价值更加显现。

向海丨交“丝路”朋友

北纬37度36分，西经0度59分。这个定位，是西
班牙地中海沿岸第三大港口、散货进出口第一大港口
——卡塔赫纳港。

不远千万里，该港工作人员于3月6日来到青岛，
与青岛港建立友好港关系。至此，青岛港建立的国际
友好港数量已达22个。

借力“一带一路”建设，青岛港将发展版图从胶
州湾扩展到全世界。遍布“一带一路”的“友好港”，
助力青岛港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布点。南有巴基
斯坦瓜达尔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马来西亚关丹港、巴
生港等；西有埃及塞得港、吉布提吉布提港、德国汉堡港
等；北有法国布雷斯特港、土耳其马普特港等。

这几年，青岛港还不断织密与“一带一路”沿线
沿路港口的航线网络。目前，青岛港直达东南亚、中
东、地中海、欧洲、黑海、俄罗斯、非洲、澳大利亚

的航线数量达65条。通过条条航线，青岛跨越近万里
亚欧大陆，与世界紧密“链接”。

向陆丨建“贸易大通道”

6 月 1 日，满载 50 车汽车配件、轮胎、电机配件
等货物的“青岛号”中亚班列，从青岛胶州火车站发出，
一路向北，经新疆阿拉山口，7—10 天后即可到达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这一路程的耗时比海运节省30天。

这是青岛地区开行的第3046列中亚班列。这个班
列，目前正在以每周三至五列的频次，密切维系着青
岛与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的经贸往来。

顺着不断延伸的铁轨，近几年，青岛开通了中亚班
列、中欧班列、中蒙班列、中韩快线和东盟专线 5条国
际班列，基本形成了“东接日韩亚太、西联中亚欧洲、
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俄大陆”的国际多式联运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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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青岛“一带一路”跨境集装箱海公铁多式联
运国家示范工程，青岛港还规划了多式联运集装箱班
列线37条。此外，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共开通25条
大列线路，包括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通的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等4条过境大列。

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青岛港还努力打造国内
内陆港核心区。目前，青岛港已建成郑州、西安、新
疆等10个内陆港，构筑起沿“丝绸之路经济带”横穿
亚欧、点线结合、港港联动、直通青岛、双向贯通的

“陆上大通道”。

向远丨建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沿着“一带一路”寻求合作伙伴，进行资本、管
理输出，使得青岛港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了多维发展新
空间。

今年 3 月，青岛港与中远海运港口共同设立海路
国际港口运营管理公司，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码头
运营管理平台。半个多月后，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就带
着团队飞赴阿联酋，围绕阿布扎比码头的运营管理展
开前期调研。如今，越来越多跟王军一样的“青岛港
人”，带着青岛港的先进码头管理经验，从青岛出发，
奔赴东南亚，远赴欧洲、非洲……

实际上，在此之前，青岛港的管理品牌已蜚声海
内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全球码头管理经验。青岛港
为缅甸皎漂马德岛港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创造了中国
沿海港口第一个向海外输出管理的经典案例；与马士
基码头公司合作，共同运营管理意大利瓦多利古雷港
集装箱码头和冷藏码头，实现资本海外输出；与迪拜环
球港务、马士基航运、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码头运营、港口物流等深化合作。

不久前，青岛获批创建首个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这无疑将给青岛港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的青岛港，将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抢抓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巨大机遇，逐步发展
成为联通世界、服务全球的经济枢纽，向着‘世界一流的
海洋港口’奋斗目标全力前行。”青岛港集团董事长郑明
辉的这句话，描绘出青岛港向远而行的美好未来。

6月9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世界
目光再次聚焦青岛。热情好客的 900多万青岛
市民敞开怀抱，展现十足国际范儿，迎接八方
宾朋。

从5月27日开始，每天早上7点，来自青
岛大学的峰会志愿者王湘凤都会准时出现在青
岛香港中路世贸中心的公交站点。笔者见到她
时，她正在用英语为一名外国友人指路，身着
蓝色凸显灵动海洋特色的志愿者服饰，手里拿
着文明出行礼让指示牌，充满活力、朝气蓬勃。

热情的服务让外国友人直竖大拇指点
赞：“青岛志愿者非常棒！青岛非常棒！ ”

据悉，本届峰会青岛面向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青岛大学等 10所驻青高
校，定向招募 2000名峰会志愿者，这些志愿
者从报名的2万余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为参
会嘉宾、媒体工作人员等提供抵离服务、翻
译服务、媒体服务、城市运行等全方位的志
愿服务。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曹峰介绍说，这次峰会青岛还有2万名城市运
行志愿者，他们来自党政机关、教育、旅游
以及公交、地铁、机场、火车站、银行、医
院等 20 多个窗口行业，在社区、窗口单位、
主要交通路口、公交地铁站点、景区景点等
设置近 3000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为市民
和国内外宾朋提供志愿服务。

在青岛市北区，活跃着一支由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居民组成的“银龄”志愿服务队，
这支队伍中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在 2008年奥运
会期间就担任过奥运志愿者。

78岁的汪友玲家中还珍藏着 10年前她获
得的第 29 届奥帆赛志愿服务城市奖章和证
书。“10 年前奥帆赛在青岛举办，我们很骄
傲，没想到 10 年后在家门口又迎来上合峰
会，我们更要干劲十足地发挥余热，为城市
做贡献。”汪友玲感慨着 10年间的变化，“我
们老了，头发白了，但日子越过越好了，青
岛也越来越美了。”

与汪友玲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在青岛工
作多年的澳大利亚人马思友：“青岛越来越美
了，越来越国际范儿了，现在我的好多朋友都
想来青岛旅游。”

自 2017 年 7 月起，青岛市开展“全面提

升城市环境品质建设美丽青岛三年行动”，打
造“洁序净美”的城市市容环境，实现城市
品质、竞争力和宜居环境显著提升，使青岛
成为“让本地人自豪、让外地人向往”的更
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美丽、更加独具魅力
的国际海滨名城。

如今漫步青岛街头，仿佛走进一幅画
卷。海风旖旎，海浪声声，游人自在徜徉；
山海之间的小鱼山、八大关，一座座欧陆风
情的建筑，栖身于花影树荫；飞帆渺渺的奥
帆中心与青岛地标性雕塑——“五月的风”
近海相望；中国海岸线上海拔最高的山——
崂山，一边碧海连天，波涛拍岸，一边山岩
耸秀，林木蓊郁……

俯瞰青岛全景，“六横九纵”的高速快速路
网，全线畅通；步入街巷，小巧精致的“口袋
公园”，凸显品质。城市发展中，青岛留存古
韵，也怀抱林立的高楼，彰显独特魅力。

辣炒蛤蜊、原壳鲍鱼、海菜凉粉、大虾
烧白菜、海鲜水饺、葱烧海参……充满青岛
特色的海鲜美食让这座城市更加富有吸引力。

而一座座现代国际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则
为青岛添加了时尚的注脚。日前，青岛市商务
局推出“e购青岛”城市消费服务APP，凭借中、
英、俄、蒙、波斯等8种语言实时互译功能，为国
内外游客提供无障碍餐饮、购物、交通出
行、城市观光等导引服务，成为青岛城市推
介一张靓丽的电子名片。

文明礼让在这里蔚然成风。“您懂得，别
忘了”如同轻风细雨滋润心田，也将文明深
深内化到每一个青岛人的心中，让这座城市
更有温度。
图片说明：

图①：为 6 月 5 日，8 名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礼仪志愿者在新闻中心列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10 年前北京奥运会青岛奥帆赛城

市运行志愿者姜士发 （右） 和廉士芳夫妇今
年继续为青岛上合峰会提供志愿服务。图为
他们在青岛文登路为一位外地游客指路。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图③：夜幕下的青岛灯光璀璨，迎接八

方宾客。图为游客用手机拍摄浮山湾夜景。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5 月 28 日上午，青岛国际院士港 （以下简称院士
港） 工作人员见证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青岛示范基地1号试验田旁，世界“杂交水稻之
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表情严肃，小心翼翼拿起标
记好的秧苗，郑重传递至工作人员手中。

这一递的分量很重。
这一递，不仅意味着该示范基地“海水稻插秧”正

式启动，还同时启动了新疆喀什岳普湖、黑龙江大庆、
山东东营和浙江温州共5处海水稻基地的插秧。这是中国
首次在五大类型盐碱地上同时进行耐盐碱水稻的区试和
盐碱地稻作改良的产业示范，标志着海水稻项目进入产
业化示范推广阶段。由此，“海水稻”基本实现对中国主
要盐碱地类型的“全覆盖”。

目前，在落户院士港的 15 个院士项目中，出产品、
见效益的已达9个，院士集聚和成果转化效应初显。海水
稻项目，是其中之一。

无疑，除了青岛良好的科研环境、光明的发展前
景，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是院士们将橄榄枝投向这座城市
的理由之一。

帕克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加拿大工程院、韩国科
学技术翰林院、韩国工程翰林院四院院士，在国际材料
学领域人称“发泡帝”。帕克与院士港的“结缘”，颇有
一段故事。

在与院士港接触之前，帕克一直醉心于科研，毫无
从商经验。2016 年，帕克初识院士港。“接触的前 9 个
月，我一直说‘NO、NO、NO’，但青岛的诚意以及未
来的合作前景彻底打动了我。”帕克笑着说。最终，帕克
与青岛国际院士港帮其寻找到的两家公司合作，注册成
立青岛纳微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生产线安装调
试，成功完成试生产。

“从选院士和产业布局开始，我们就考虑产业化和应
用前景，院士项目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成果以市场为
导向。”院士港管委会所在地的李沧区委书记王希静介绍
说，这是院士港科研成果转化率高的最重要原因。

在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王玉田看来，青岛为院士提供的资金支持，也是其科研
成果顺利转化的重要因素。“院士港帮助我们对接了投资
人，扩展了两个新的项目。”王玉田说，目前，其团队已
获得3项专利，其中一个项目已进入临床正式实验，最快
将于今年八九月份推向市场。

王玉田能够获得充足资金的背后，是 《青岛国际院
士港资助服务暂行办法》 及院士港成立的院士基金等相
关政策的鼎力支持。

目前，经过两年的探索，院士港已签约引进国内外
知名院士108名，其中外籍院士占比超过73%。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
真心引才，科学用才，诚意留才。未来，青岛这块

“引才热土”和“创业熟地”的发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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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青岛喜迎上合
宋晓华

本报电 6月6日，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
会、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上合组织工
商论坛暨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在北京
举办。来自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等国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共约200人与会。

论坛分为两个环节，主题分别为“搭建战略对
接平台，推动互联互通”和“促进投资贸易便利
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旨在探讨上合各成员
国在贸易、物流、基础设施、制造、创新等领域开
拓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模式。论坛同期还举办了上合
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来自上合各成员国实业
家委员会的代表就今年实业家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及今后工作计划进行交流和对话。

论坛上，青岛市商务局、胶州市政府与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在青岛欧亚
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的备忘录》，与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
会秘书处签署了《关于共同推动举办上合组织实业
家委员会地方经贸合作论坛的备忘录》。

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在理
事会上介绍了青岛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欧亚经贸
合作产业园区。青岛市海尔、海信、青啤、利群、
中车四方、澳柯玛、双星、饮料集团、华通、青
建、中外运华中公司、电建三公司、新华锦、瑞昌
科技等17家企业代表参加该论坛，这些企业将成为
中国上实委的成员单位。

据了解，自 2015年 8月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
秘书处谢尔盖秘书长访问青岛期间与青岛签署 《共
建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战略合作备忘录》 以来，
通过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建
设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近期商务部已复函支
持青岛在欧亚园区创建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

展望未来，青岛将积极探讨和强化与上合组织
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为促进各方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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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岛图为青岛五四广场五四广场。。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摄摄

本报电 6月6日，青岛市委市
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形成全面开放
格局的意见》。《意见》 明确了青岛
新时代全面开放的新目标，力争到
2022年，青岛基本形成全方位、宽
领域、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意见》 确定了青岛立足实际、
彰显特色的 14 项开放重点新任务，
包括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现代产业精准招商，突出创新

能力开放合作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提升现代国际贸易体系运行水平，
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等等。《意见》还明确了加快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将全力打
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强化国际化人才支撑，强化现
代金融服务支撑，优化完善对外开
放政策支持体系、努力形成全面开
放整体合力。 （杨瑶）

青岛发布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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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兴通天下 “海丝”续新篇

青岛港：向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迈进
赵伟 刘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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