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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6月，在青岛，一场国际盛会圆满落下帷
幕。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在黄海之滨的青岛隆重举行。来自
上海合作组织的 8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领导人
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一道，共谋地区
和平、稳定、发展大计，在新形势下推进深入合
作，擘画上合组织发展蓝图。

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是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取得的新的经贸成果，
更是青岛的使命、责任和担当，开启了青岛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提升与上合组织国
家地方经贸合作、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新篇章。

打造地方经贸合作新平台

再过几天，8日从青岛胶州出发的第3050列和
第 3051 列中亚班列 （青岛号） 即将抵达目的地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条全程 4500 多公里
的中亚班列，从青岛到阿拉木图只需要12天左右。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与上海合作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合作框架，在商务部的支持下，
青岛市与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于 2015 年共
同创建了新型双向投资贸易互动的欧亚经贸合作
产业园区。该园区正是位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所在地——青岛胶州。

“中亚班列运行时间比海运节省约30天，每个
标准箱能省下2000美元左右的运费。”中铁集装箱
青岛中心站常务副总经理魏学伦介绍说。中亚班
列拉近了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的距离，为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货物“登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货
物“出海”架起了一条国际物流通道。

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所在地，有海关总署
2014 年底批复建设的全国第二家、沿海第一家

“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从这里出发，前往这
些国际班列所载的货物，很多来源于青岛港。搭
乘从胶州到青岛港所在地黄岛公交化的“胶黄班
列”，从日韩、东南亚海运至黄岛口岸的棕榈油、
电子产品、日用品、汽车配件等货物，在青岛港
下船后，被运至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然后直
接搭乘这些国际班列，运往相应目的地。

近几年来，顺着不断延伸的铁轨，这里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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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班列从开通时的每周一班，已经发展到
如今每周三四班，并且趟趟“爆满”。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青岛市对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7个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达 112.6亿元，其中，进口 51.8
亿元，增长25.5%。

作为重要的地区合作平台，在商务部的支持
和指导下，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的建设取得了积
极成果。

依托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的功能优势，以
“跨境发展、物流先导、双园互动、贸易引领、产
能合作”为运作模式，青岛构建了“西联中亚欧
洲、东接日韩亚太、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俄大
陆”的国际多式联运贸易大通道。

在境内设立的贸易物流先导区，吸引了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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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在 26 个国家建有总投资 48 亿美元的 32 个重点项
目，包括海尔集团在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建
设的鲁巴经济区和2个家电生产基地，中启集团在
柬埔寨建设的特别经济区，青建集团在俄罗斯开
展的房地产施工项目，龙海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
开展的伊塞克湖道路工程项目等。

商务部部长钟山在青岛参加上合峰会期间，
专门听取了有关“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的汇报，他指出，青岛的物流通道和贸易通
道要双向发力，打造好“一带一路”面向上合国
家的地方经贸合作新平台。

上合成员国热烈响应

青岛区位连海带路，是“一带一路”陆海统
筹的交汇点。支持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也吸引着来自上合组织各国家
和各相关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

俄罗斯在上合青岛峰会上表示，要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采取措施
协调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探讨构建“欧亚伙伴
关系”，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

蒙古国在发言中表示，希望蒙方的“发展之
路”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实现
对接，以进一步推动贸易。

上合组织秘书处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经济
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合作的一个重要“轮子”，特

别是互联互通的建设，将为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开
辟新的篇章。

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共识。
早在 2015 年，青岛市就与上合组织实业家委

员会秘书处共同签署 《共建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
区战略合作备忘录》，依托青岛口岸多式联运功能
优势，积极推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
2016年8月，青岛市印发《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
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在全国创新发起建设欧亚经
贸合作产业园区。

2017 年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率成员国使
节代表团访问青岛考察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
各成员国代表对青岛表现出了极大兴趣。随后，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与青岛市商务局成立了联
合工作组共同推进建设工作。

今年 4月，商务部复函青岛支持把欧亚经贸合
作产业园区打造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合作平
台，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青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了
由市政府领导任组长，市商务局、发改委、外办
和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为成员的青岛欧亚经贸
合作产业园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进。由
此，在新的发展形势推动下，青岛开启了向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探索。

把握全面开放新机遇

作为中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青岛
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对外开放。“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在青岛的建设成为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实际行动。

不久前，在北京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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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青
岛市政府主要领导在会上推介了青岛正在建设的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

青岛市商务局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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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将共同
推动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青岛）
论坛”，并通过共同努力，争取将在青岛欧亚经贸
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列为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盟
经贸活动基地，开展机制化交流对接，搭建常态
化合作平台。

6日，在北京举办的上合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
会议上，在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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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等国家上实委主席共同鉴证下，青
岛市商务局、胶州市政府与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
会三方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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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将努力扩大上合组织国家地
方间双向投资及物流贸易、工业园区建设合作，
将青岛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打造成为上合组织
国家对接亚太市场的“出海口”。

未来，青岛将认真贯彻落实上合峰会达成的
经贸成果，加快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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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对外经贸大学编制的《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发展规划》，建设“一带一路”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城市创新平台，力争到 2022 年，青岛与
上合组织国家年均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500 亿元以
上，比 2017 年规模增长一半以上，累计双向投资
额新增10亿美元达到25亿美元。

本报电 6月13日—17日，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在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共有来自上海合作组织8个成员
国和4个观察员国的近60部优秀影片参加展映和评奖。

本届电影节由国家电影局、山东省人民政府主
办，由青岛市政府承办。电影节由开幕式、电影论
坛、影片评奖、聚焦单元、电影市场、电影展映、上
合之夜、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八大活动版块构成，约30
余场活动。

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让人记忆深刻。
一次峰会，相聚时短，但影响绵长。青岛用细

致周到的服务、文明礼让的城市风尚、“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美景，为与会者留下美好“青岛印象”。

11日，青岛流亭机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站在飞机入口不远处，对前来送行的山东省
副省长任爱荣一行说：“青岛这座城市非常漂亮，本
届上合峰会圆满成功，服务工作也很周到，参观青
岛啤酒博物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与纳扎尔巴耶夫有同样感受的与会者，纷纷为
青岛“点赞”。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州长谢尔盖·列夫琴科表示
高度赞赏此次接待工作，他说：“难以用语言表达感
谢之情。”得知接待团队是青岛市商务局后，谢尔
盖·列夫琴科称赞其为“可信的合作伙伴”，还将把
全州的对华合作项目列好清单，与青岛市商务局对
接。“回国后，我一定要给你们正式发送盖有州章的
感谢函。”谢尔盖·列夫琴科郑重表示道。

峰会期间，这样“于细微处见热情”的事例不
胜枚举。

站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青岛向全球展示
出其“富有活力、时尚美丽、独具魅力”的新风貌。

“青岛的绝美风光，给这届峰会增色不少。这绝
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大家的普遍感受。”吉尔
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台记者丘巴科夫直言道。

确实，“美丽”，是境内外与会者提及青岛时用
得最多的词。

供职于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的玛丽娜，在看到享
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八大关风景区时，觉
得“青岛真是一个神奇的城市，现代和古典居然如
此完美结合。”

一边是碧海连天、波涛拍岸，一边是山岩耸秀、林木蓊郁，中国海岸
线上海拔最高的山——崂山也圈了大批“粉丝”。来自迪拜中阿卫视的欧尼
娜登上崂山山顶后由衷赞叹：“怪不得叫青岛，真的是青山绿水。”在她看
来，青岛发达的城市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存，让人向往。

孟夏时节的青岛美景让人陶醉，青岛美食同样让人流连。
6月9日晚，俄罗斯国家杜马经济、工业、创新发展及实业问题分委会

副会长兼上合组织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卡拉夫琴科一行前往青岛乔记渔庄
做客。胶东渔家特色的装修风格、天然食材烹饪的胶东美食，引起了卡拉
夫琴科的极大兴趣。卡拉夫琴科拿起手机，在其社交网络账号上进行了直
播，称“这里的环境超赞，服务超赞，这里的菜品是中国最好吃的美食！”

对青岛的城市发展，不少与会者用“国际化城市”来形容青岛，认为
青岛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在‘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机制下的合作中有突
出的地缘优势，希望青岛把握机遇，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实现更好更快
发展。

在参观完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中车四方中国高铁制造现场
后，来自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奥列格父子二人感叹道：“青岛乃至整个中
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人感到震撼。”

确实，作为中国品牌之都，青岛孕育了海尔、海信等一批享誉世界的
名牌企业。

青岛向世界敞开怀抱，准备了青啤博物馆、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小
鱼山、鲁迅公园、海底世界、世博园、青岛艺术博物馆、嘉峪关小学、文
登路小学、海洋大学鱼山校区、二十六中、万象城、海信广场、金狮广
场、利群金鼎广场、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西海岸农业科技创新产业
园等 18家备选参观场所和白果树餐厅、乔记渔庄、北疆饭店万象城店 3家
会外就餐备选场所，用最能代表青岛特色的企业、景点招待宾朋。

来自巴基斯坦的汗·阿卜杜勒瓦吉德参观完海尔博物馆后赞叹连连：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高科技的家电产品，中国的工业水平、青岛的科
技发展让人佩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非常多合作，比如港口基础设施
建设和能源开发等等，我们非常期待，未来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

“我想感谢青岛人民和这座城市，青岛为峰会提供了最佳的氛围。”如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所评价的，“青岛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
上合组织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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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起，俄罗斯姑娘妮卡的
手机里多了一款常用手机程序——

“e 购青岛”。妮卡已经在青岛生
活、工作 3 年多，目前就职于青岛
的橡胶谷集团。

妮卡所下载的是由青岛市商务
局推出的一款手机程序，以“服务
上合、惠及民生”为目标，提供餐
饮酒店精选推荐、美食在线预定、
实时翻译、出行规划、叫车预定等
20多项功能。

在妮卡看来，这款程序完美贴
合她的需求。“这款程序可以为我提
供美食推荐，帮助我叫车，完成订
餐，给我规划出行线路，我还通过
程序中的城市印象和游记加深了对
青岛这个城市的了解。这是目前我
在中国体验过的最好的、有俄语服
务的城市电子地图手机程序。”

“e 购青岛”还按照月份分类，
详细介绍了青岛的节会活动。“比如
樱桃节、啤酒节等等，这些节会看
起来非常热闹，我准备按照程序的
介绍，到各个节会现场体验一下。”
妮卡特别举例说。

据青岛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e购青岛”是国内首个使用手
绘地图作为城市消费电子指引的手
机 程 序 ， 围 绕 吃 、 住 、 行 、 游 、
购、娱等城市消费服务，提供中、
英、俄、蒙、波斯、印地、日、韩
8 个语言版本，并提供多语言实时
互译功能。另外，该手机程序提供
城市印象、游记等功能，通过山·
海·城·湾、非遗与民俗、历史文脉
等游记版块介绍青岛城市文化，实
现文化与消费场景、城市地标景点
等有机结合。

“e购青岛”苹果IOS和安卓版
都已上线，可以在苹果 APP市场和
安卓市场搜索“e 购青岛”下载使
用。（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

“e购青岛” 开启青岛消费新模式
赵 伟

图为妮卡在展示图为妮卡在展示““ee购青岛购青岛””APPAPP。。

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在青举行 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将在青开幕
本报电 6月 15日—18日，青岛市政府联合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实

业家委员会举办“上海合作组织进口商品展”，为上合组织国家企业搭
建贸易交流合作新通道。

目前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确认参展，参展的主要展品主要为上合
组织相关国家的特色产品，主要有食品、礼品、工艺品等。此次展览将在
青岛崂山区金狮广场举行，展览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展会期间将举办

“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品馆”、上合组织国家文化旅游推介、特色产品
品鉴会等活动。

乘势而上 深化合作
——青岛创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杨 瑶

图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 张进刚、张明瑛摄 （人民视觉）

图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 张进刚、张明瑛摄 （人民视觉）

图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图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 潘炳潘炳、、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