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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是青岛与世
界的美丽相遇。峰会在新起点上发出了中国方案
的《青岛宣言》，也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的美
丽青岛形象。峰会虽已落幕，青岛的后峰会效应
却才刚刚开始。

作为中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知名港
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青岛借助上合峰会的影响力，加快了迈向国
际大都市的脚步。

峰会之后踏“青”热

入夜后的青岛，灯光璀璨、绚丽缤纷。灯光
勾勒出岛城独有的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形态：五四
广场、石老人浴场风帆雕塑、西海岸星光岛……
在光影互动中，一栋栋经过提升建设的亮化楼
体，秀出了国际化都市的魅力夜色。沿海一带百
余栋高层建筑外墙在浮山湾畔流光溢彩，令人连
呼“惊艳”。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青岛共接待游客
4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 35.8%；实现旅游消费总
额92.63亿元，同比增长22.71%。上合峰会的举办
地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每天接待游客近 2000 人。海
滨风景区 16 日接待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 31%，17
日增长105%左右，18日增长135%。

“上合青岛峰会主会场怎么走？”“奥帆中心现
在能参观吗？”“晚上在哪个位置看灯光秀效果最
好？”……开了21年出租车的青岛司机刘松涛，最
近总会被游客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这几天来
青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冲着上合元素来玩的，他
们问的问题几乎都跟峰会有关。”

一次国际性盛会，提升一座城。
城市的美丽需要“品质”来支撑。让城市功

能更完善、公共服务更配套、社会治理更到位，
都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必做事项。为迎接上合峰会
召开，青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打造老百姓
看得见用得着的实惠。

为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城市环境的新期
待，2017年7月，青岛开展“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建设美丽青岛三年行动”，重点聚焦城市运行与
保障、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绿化、河道疏通
与岸线美化、市内交通道路及周边环境亮化美化
等方面。

行动开展近一年，城市主干路、主要商圈、
景区景点和交通枢纽站等区域和人流密集地带，
都展现出了全新的城市面貌。

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定是“内外兼修”的城
市。景色是“外”，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市民的文明
素养，则构成了城市的内在美。自从去年8月，青

岛开展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以来，“礼让
斑马线”已蔚然成风。青岛市文明办在广泛征求
市民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斟酌，提出了
20 条“您懂得，别忘了”文明有礼青岛人提示语
和 15条传统礼仪提示语，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公序
良俗，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进而提升素质，涵育
文明。

“看一眼就喜欢上的城市”这是游客们来到青
岛沟通的感叹。后峰会时代的“溢出效应”，最先
在青岛旅游业上呈现出来。当然，除了独具魅力
的国际旅游胜地，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频繁的
国际交流也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最好注脚。

“万亿之城”新发展

2016年，青岛 GDP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山东
首个、中国北方第三个“万亿之城”。2017年，青
岛乘势而上，GDP 突破 1.1 万亿元。这是量的突
破，更是质的升华，是青岛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

近年来，青岛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扎牢实
体经济根基，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
发展结构更趋合理，内生活力不断增强，高质量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一大批“国字号”
试点、试验、示范项目纷纷落户青岛，包括国家
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国家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促进科技和
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城市、国家城乡居民增收
综合配套政策试点、全国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高速列车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等。

这些项目不仅给青岛带来了“金字招牌”的
荣耀、政策惠顾的优势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
更显示出青岛积极承担国家层面先行先试创新使
命的实力与担当，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契机和强大后劲。

在今年初发布的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中，青岛被明确定位为引领
试验区建设的“三核”之一，被赋予了“形成东
部地区转型发展增长极”的国家使命。

全面开放新征程

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青岛始终走在
对外开放的前沿。

40 年来，青岛拥抱世界，开放图强，推动
“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开放，开放型经济发
展取得丰硕成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利用外资
768.3 亿美元，14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青岛投资
272个项目；累计对外投资项目1542个，海尔、海
信、青建等优势企业加快全球布局，境外投资总
额达295.5亿美元，涉及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累
计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987 个，完成营业额
270.4亿美元。

青岛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全球215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
8881 亿美元。青岛还面向全球拓展地方经贸合
作，累计跟世界上 79个国家和地区缔结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今年下半年，第三次经济合作伙伴圆
桌会议将在青岛召开。

借助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青岛市日前出台
《关于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一系列体现新时代加快对
外开放新格局的新目标、新任务、新举措，推动
对外开放再上新水平。

《意见》立足实际、彰显特色，明确了14项重
点工作任务。其中包括，深度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发挥好青岛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定位，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建设面向全
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推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建设，将创新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跨
境发展合作模式；面向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
开展精准招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推进海洋强
国、海洋强省开放举措率先落地，引进国际创新
资源在青落地转化，拓宽国际技术合作新渠道；
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双向投资贸
易协调联动，探索建立现代国际贸易运行示范
区，提升现代国际贸易体系运行水平；积极对接
上海合作组织、“中东欧 16+1”“东盟 10+3”、中
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国家层面多边合作机制平台，
深化中英、中美地方经贸合作，拓展与新加坡城
市发展全域合作，打造“深化日韩亚太、提升东
盟南亚、拓展欧亚大陆、突破西亚非洲”全球经
贸合作战略格局等等。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青岛国际贸易
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年均增长5%左右，基本形
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全面建立现代国际贸易、现代产业招商、现代消
费经济三大体系，全力打造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国际海洋名城——这是目标，也是方向。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秉承上合峰会留下的
财富，青岛将在迈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动中奋勇
前进。

6 月 15 日至 18 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进口
商品展在青岛崂山区金狮广场拉开帷幕，来自
17个国家的57家企业，带来众多充满异域风情
的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品，展出一场“上合博
览会”。

“这是青岛贯彻落实元首峰会共识、建设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重要
举措，是积极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求的务实之举，也是推进内外贸融合发展、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际行动。”如青岛市副
市长刘建军在展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从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到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再到上海
合作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进入“上合时光”的青
岛，正在用多种方式不断诠释“上海精神”。

自6月3日抵达青岛，伊朗国家旅游局非物
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协会驻华代表何飞就一直
忙着参与在青岛举办的各种与“上合”相关的
活动。“峰会、电影节、进口商品展我全都参与
了。”在何飞看来，“在青岛举办的这一系列活
动非常连贯，意义重大。”

此次展会，不仅搭建起商品交流平台，还
为各国商家开展合作提供了良机。

青岛市商务局定向组织了青岛市各大商
超、跨境电商企业、国际贸易公司、各行业协
会等机构和企业共同参加此次商品展，现场采
购各国特色商品，并与各国机构和企业建立联
系渠道。青岛的利群集团、利客来集团等商超
企业和新华锦、万达汇富等外贸企业共 91家企
业到展采购。

借进口展机会，来自哈塞克斯坦的阿拜第
一次来到青岛。此次参展，他的主要目的是寻
找合作伙伴，“我们主要经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蜂蜜、果汁、意大利面等食品，希望能够通过
合作伙伴，开启在青岛的新事业。”阿拜说，目
前，他们已通过展会寻找到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俄罗斯人冬星所在的物流公司，则看中了
青岛的交通优势，希望通过展会寻找到青岛本
地的合作伙伴。“我们计划未来以青岛为据点，
发挥青岛多式联运物流枢纽的优势，把更多的
中国商品发往俄罗斯，同时也把俄罗斯产品引
进中国。”得知青岛已开通直飞莫斯科的航线，
冬星对公司在青岛的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一组统计数字，可以为冬星的梦想提供充
足底气。2017 年，青岛市与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进出口贸易总额 390.2 亿元、增长 12.5%，其中
服务进出口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据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介绍，目前，青岛正加快推进“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按照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发展规划》，依托青岛口岸多式联运功能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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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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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上合组织内陆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
口”，进一步拓展提升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

这次展会对于促进上合组织国家间的旅游、文化等交流也大有裨益。
展会期间，青岛精心组织多场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文化旅游推介会、

特色产品品鉴会、企业产品推介等活动。
作为参展商之一，阿塞拜疆旅游市场代表阿丽亚对青岛期待颇高：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过后，阿塞拜疆在青岛市民中的知名度明显提升。
我们希望在未来 4年之内，通过青岛前往阿塞拜疆旅游的人数能达到每
年100万人次。”

此次展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得到多方好评。
“促进经贸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是‘上海精神’的重要体现。此次展

会为上合组织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而这些中小企业
是上合组织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我相信，此次展会将为上合组织相关国
家企业搭建贸易交流合作新通道，促成更多务实合作。”上合组织实业家
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纳夫斯基·谢尔盖·瓦吉莫维奇如此评价道。

本报电 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
影节于 6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山东青
岛西海岸新区举办。

5天时间共有55部来自上合组
织各国的优秀影片在青岛市的 10
家电影院展映 265 场，观众近 5 万
人次。光影为媒，上合国家多元文
明精彩绽放。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在发
给电影节的贺信中说，“首届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是配合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而举办的重要人文交流活
动，是展示‘上海精神’的良好机
会，将利于提升上合组织国家之间
的人文交流和合作水平。”

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上合组
织国家电影合作论坛、“聚焦国
家”单元和电影市场等活动，推
出了上合组织国家电影制作培训
班和电影人研修班计划，签署了
12 项关于影片引进与电影合作的
协议，开启了上合组织各国电影
交流合作新局面。

本届电影节闭幕式上颁发了
“金海鸥奖”最佳影片、最佳导

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最佳
女演员、评委会特别奖6项大奖。

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 《进京
城》 和阿富汗影片 《米娜向前走》
摘得，最佳导演为 《米娜向前走》
导演优素福·巴拉基；俄罗斯影片

《活鲤鱼》 的编剧安德烈·塔拉图
金、迪米特里·兰奇金和印度影片

《起飞》 的编剧马赫什·纳拉亚南、
P.V.沙吉库马分获“最佳编剧”
奖；“最佳男演员”奖由吉尔吉斯
斯坦影片《夜间事故》男主角阿基
尔别克·阿卜迪卡科夫，哈萨克斯
坦影片《大城市的小王子》主演托
尔尤别克·艾拉尔拜获得；蒙古国
影片 《疯母亲》 主演欧东奇梅格·
阿西多和中国电影 《明月几时有》
主演周迅携手获得“最佳女演员
奖”。评委会特别奖授予乌兹别克
斯坦影片 《路在天堂下》、塔吉克
斯坦影片 《白日梦想家萨法尔》、
伊朗影片 《美人鱼》、巴基斯坦影
片 《爱的力量》 以及白俄罗斯影
片 《寻亲记》。 （赵 伟）

（相关报道详见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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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在青岛举行

图为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上，何飞 （左一） 正在给青岛市民介
绍来自伊朗的手工艺品。 藏青生摄

图为青岛街头图为青岛街头，，公交车和私家车在等待行人通过马路公交车和私家车在等待行人通过马路。。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为青岛胶州湾国际物流园，龙门塔吊正在往中亚 （青岛） 国际班列
上装载货物。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图为青岛胶州湾国际物流园图为青岛胶州湾国际物流园，，龙门塔吊正在往中亚龙门塔吊正在往中亚 （（青岛青岛）） 国际班列国际班列
上装载货物上装载货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图为建设中的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主航站楼 （后） 和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为图为建设中的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主航站楼建设中的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主航站楼 （（后后）） 和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和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图为青岛标志性建筑五月的风夜景。
王映霞摄

图为图为青岛标志性建筑青岛标志性建筑五月的风夜景五月的风夜景。。
王映霞王映霞摄摄

图为青岛保税港区图为青岛保税港区。。 张进刚张进刚、、孙进涛孙进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