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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品牌这样“炼成”

青岛品牌，从不缺少精彩故事。
海尔是“砸出来的品牌”，青岛啤酒是“停

出来的品牌”，海信是“逼出来的品牌”，双星是
“烧出来的品牌”……在青岛品牌成长路上，闻
名中外的“五朵金花”，大多有一段不平凡的铸
造品牌、追求品质的历史。

如今，在青岛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涌现出大
批优秀商标品牌，品牌集群效应日益显现。

6月底，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年 《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 分析报告。该机构由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担任
主席，每年出具的报告都有极高含金量。

在这一报告中，青岛十余家企业上榜。其
中，青岛海尔居第三位，青岛啤酒、海信、双
星、澳柯玛等青岛名企也榜上有名。这些企业涉
及家电电子、饮料、橡胶轮胎、交通、金融等多
个领域，以品牌“矩阵”的形式列阵其中。

将此榜单所涉企业综合来看可以发现，青岛
在各优势产业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多个品
牌集群。

在家电电子产业，青岛海尔、海信、澳柯玛
已成为海内外消费者最熟悉的中国品牌。海立美
达、盛达电器、营上电器、海容商用冷链等一批
企业持续激发着这一产业生态的活跃度。

饮料产业的青岛啤酒、崂山矿泉水、华东葡
萄酒、“黄酒北宗”即墨老酒等饮料品牌不断扩
充着这一集群的品类丰富度；交通领域的中车四
方、青岛港为我国研发了诸多“大国重器”；橡
胶轮胎领域的双星、赛轮金宇、森麒麟；纺织领
域的酷特智能、即发、海丽雅也都在各自行业声
名远播……

来自青岛的统计数据显示，迄今为止，青岛
累计培育了 68 个“中国名牌”。仅近 5 年，青岛
就培育出 101个中国驰名商标。目前，青岛成为
马德里体系申请量排名第一的中国城市，青岛品
牌发展呈“百花齐放”之势。

青岛品牌扬帆出海

海尔收购新西兰斐雪派克、美国 GE 家电业
务；海信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日本东芝彩电业
务……在我国企业的“出海”历程中，青岛品牌
表现不俗。

7 月 6 日，青岛双星集团并购韩国锦湖轮胎
交割仪式在韩国首尔举行。青岛双星集团以约39
亿元人民币持有锦湖轮胎45%股权，正式成为其
控股股东。

相距不到一个月，青岛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又来到希腊雅典。

8 月 2 日，青岛港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分享港口经营管理实
践经验。至此，青岛港建立的国际友好港数已有
20余个。

近几年，资本和管理的输出，使得青岛港在
全球范围内开辟了多维发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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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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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资本海外输出。

青岛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认知度稳步提
升，以青岛品牌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正在让世
界重新认识中国。

在国际市场上，海尔产品销往海外 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海信在海外建有18个分公司、3个
生产基地、12个研发机构，产品远销130多个国
家和地区；青岛啤酒企业经济效益、发展质量和
生产规模全面进入世界前列；澳柯玛与比尔·盖
茨旗下基金合作，向世界知名冷链生产商发展。

以品牌为牵引助推功能转换，实现品牌“走
出去”，这不是大企业的专属。

成立于2003年的青岛三链锁业有限公司，收
购十余个国外品牌，拥有千余项专利，成为中国
最大的自有品牌锁具出口企业；明月海藻集团48
年专注研究海藻活性物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
率分别达到25%和33%，稳居世界第一……

青岛品牌誉满全球

在每年两届的广交会上，由青岛市商务局主
办的“通商青岛 品牌之都”全球营销推介会都
会吸引来自海内外参加广交会的采购商和嘉宾的
广泛关注。在广交会这一全球采购商集聚的大平
台，青岛向全球合作伙伴展示青岛品牌形象和机
遇，推介青岛丰富的品牌资源。

经过多年培育，“通商青岛 品牌之都”系列
推介已举办14场，成为青岛品牌“走出去”拓宽
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以及青岛又一张独具特色的
城市名片。在国际市场上，一些青岛品牌不仅是

知名品牌，更是“高端”品牌的代名词。
一位海外消费者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说，他到

荷兰旅行，请当地的餐馆服务员上他们“最好最
贵的啤酒”，他得到的是一瓶青岛啤酒。这完全
颠覆了他对“Made in China”的认知，中国制
造与低价位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

这瓶符号化的啤酒，还频频亮相于金砖国家
峰会、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等宴会场所，带着舌尖上的中国品质，招待
八方来客，成为中国品牌在全球的“形象担当”
之一。

伴随着青岛品牌走入世界的，是这座城市的
声名。

美国芝加哥，中车四方带着独特的耐高寒技
术，建设地铁车辆生产工厂；日本东京银座熙熙攘
攘的十字路口，海尔巨幅楼宇广告吸引来往行人
的目光；2016 欧洲杯、2018 俄罗斯世界杯绿茵场
上，绿底白字的海信电视品牌标识引人注意……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青岛品牌再次赢得
全球来宾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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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父子感叹道：“青岛乃至整个中国
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人感到震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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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水平、青岛的科技发展让人
佩服。”

放眼全球，品牌经济时代方兴未艾。
作为全国率先实施“名牌带动、品牌兴市”

的城市之一，青岛在全国首提实施“标准化+”
城市发展战略，成立由市长担任主任的青岛市标
准化委员会；作为首批“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
城市”，青岛是首批设立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窗口
的 13 个城市之一；2018 年，青岛提出“内外兼
修，建设品牌强市”目标，以标准提档、质量升
级、品牌增效为着力点，夯实品牌建设基础，提
升品牌之都影响力。

有实力，有品质，有担当的“青岛品牌”，
正成为高端中国品牌的优秀代表之一，“通商青
岛 品牌之都”赢得全球赞誉。

本报电 日前，记者从青岛市政
府获悉，以“传承奥运，扬帆青
岛；帆船之都，乘峰启航”为主题
的 2018 第十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将于8月10日至19日
举行。

本届帆船周·海洋节将通过开展
帆船普及、赛事推广等活动，营造
融蓝色经济、海上运动、海洋文化
旅游、海洋科技于一体的海洋盛会。

本届帆船周·海洋节的重头戏仍
是三大传统品牌赛事——2018“市
长杯”国际帆船赛、2018青岛国际
帆船赛、2018 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
暨帆船赛。

其中，“市长杯”国际帆船赛将

于8月10日至15日举办，包括绕岛
赛 （长距离赛） 和场地赛，使用博
纳多 F40 级帆船；青岛国际帆船赛
将于8月15日至19日举办，设场地
赛 （长距离赛），船型包括公开级

（30英尺以上龙骨型帆船）、博纳多
F20 级龙骨型帆船、珐伊 28R 级龙
骨型帆船和拜特单人艇；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暨帆船赛将于 8 月 8 日至
16日举行。

同时，本届帆船周·海洋节设置
场地赛和长航赛两个项目的“船东
杯”帆船赛、2018国际名校帆船赛
青岛站、2018山东省休闲皮划艇大
赛等水上赛事，将令帆船周·海洋节
的赛事板块更加丰富多彩。

值得一提的是，帆船周·海洋节
期间，长 108 米的俄罗斯籍“帕拉
达”号仿古大帆船将连续第四年造
访青岛，为帆船周·海洋节助兴。

此外，本届帆船周·海洋节还将
举办一系列文体活动，如上合峰会
灯光艺术表演、奥帆博物馆主题
日、海上环城游、游轮体验“乘峰
而来”荧光夜跑、水球大战、2018
白色浪潮国际电子音乐节等。

今年恰逢青岛奥帆赛成功举办
10 周年之际，本届青岛国际帆船
周·海洋节将举行青岛奥帆赛成功
举办十周年高端对话，邀请国内外
嘉宾围绕奥运文化传承、奥运遗产
利用、帆船运动发展、城市品牌打

造、“一带一路”互 联 互 通 等 话
题，共话奥运城市的现在与未来。
推出“传承奥运 扬帆青岛”纪念
奥运十周年摄影展，用光影展现奥
帆赛及后奥运时代帆船运动蓬勃发
展的成果。

据悉，近十年来，青岛持续打
造“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克利
伯、沃尔沃等国际极限帆船赛、世
界杯帆船赛纷至沓来，使青岛成为
亚洲地区举办国际重大帆船赛事最
多的城市；郭川、宋坤、刘学、徐
京坤等青岛籍帆船好手频频改写中
国航海史；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
节、“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等青
岛自主品牌的帆船赛事和节庆活动
知名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凭借这
一系列成就，青岛被世界帆联授予

“世界帆船运动发展突出贡献奖”和
“十年御风城市奖”。

（宋晓华）

1150 亿美元。这是 2017 年青岛
国际贸易的数据。

因海而生、因贸而兴，改革开
放 40 周年，青岛的外贸从零起步，
到如今在全国外贸百强城市中占得
重要席位，青岛的外贸发展一路上
扬，勾勒出一条亮丽的上升曲线。

开启记忆的年轮，青岛外贸发
展的跨越路径清晰可见。

最初，青岛的外贸从“三来一
补”加工贸易起步。

1979 年，是青岛外贸史上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分割线。

这一年6月，青岛台东工艺品厂与
香港华宝公司签订山东省第一个来料
加工项目合同，迎来外贸“第一单”。

也是这一年的6月，青岛市第一
个补偿贸易项目合同由山东省纺织
品进出口公司与日本伊藤万株式会
社签订。

1987 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评
酒会上，一款来自青岛的啤酒征服
了全场评委，以冠军的身份在美国
赢得了“啤酒皇后”的美誉。

正是在这一年，青岛啤酒获批
自营进出口权，成为全国第一家直
接 对 外 经 营 进 出 口 业 务 的 生 产 企
业，青岛啤酒由此一举打破了美国
380种进口啤酒销售量增长速度最快
的纪录。

不仅仅是青岛啤酒。伴随着外
贸进出口，海尔、海信、澳柯玛等
越来越多的青岛品牌走出国门，在
全球市场闯下一片天地，也为青岛
赢得了“品牌之都”的美誉。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青岛市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

2002年-2011年的十年间，青岛
进出口总额以年均增长 19.1%的速度
一路高歌猛进。

2013 年，青岛启动国际贸易中
心城市建设，在国内率先提出推进
国内外贸易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此后五年，青岛出口实现难能
可贵的逆势上扬，成为全国五个计
划单列市中唯一连年增长的城市。

伴 随 着 开 放 型 经 济 的 不 断 发
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站上
了世界的舞台，参与着全球价值链
的分工与合作。这使得中国对外贸
易的形式、结构和规模等都发生了
显著变化。

而在此时，青岛这座城市深化
推进改革开放，积极探索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探索试行现代国际
贸易运行机制。

2016 年，青岛在商务部指导下
率先启动运行了“三位一体”现代
国际贸易运行体系，全面推进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境外投资贸易融
合发展。

这一年，青岛国际贸易总额首
次迈入千亿美元大关，达到 1005 亿
美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
时 也 为 下 一 步 经 济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2017 年，青岛国际贸易总额达
到1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4%。

如今，青岛已步入国际化大都
市行列，“青岛制造”“青岛服务”“海
外青岛”已成为青岛这个“品牌之
都”的一张张新名片，扬名海内外。

上半年青岛境外投资高速增长

本报电 据青岛市商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青岛新增实际投资
额 12.36亿美元、增长 97.79%，；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9.5亿
美元、增长17.6%；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916人，截至
6月末，青岛在外各类劳务人员20034人。上半年，青岛企业对外投资
主要流向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采矿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大洋一号”西北太平洋科考从青岛起航

本报电 近日，“大洋一号”科考船从青岛母港起航前往西北太平
洋海域执行第 48 航次科学考察任务。本航次主要任务是在西北太平
洋海山区开展资源环境的综合调查工作，履行中国富钴结壳勘探合
同；开展深海生态环境调查和深海装备试验性应用，进行海洋微塑
料、放射性核素等深海环境问题调查，同时对鸟类、海洋哺乳动物等
进行观测。本航次计划航程约 6700海里，共 100天，调查团队包括 87
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30名远洋船员。此次“大洋一号”科考
船同时搭载中国自主研制的“海龙三号”和“海龙11000”两台遥控水
下机器人。

青岛·西海岸夜间国际马拉松8月18日起跑

本报电 8月18日21时，中铁世博城2018青岛·西海岸夜间国际马
拉松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跑。此次赛事除了路线总长 42.195公里的
全程马拉松和路线总长 21.0975公里的半程马拉松外，还设计了全程 5
公里的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欢乐跑。三条比赛路线起点均设置在中
铁青岛世界博览城。其中，全程马拉松终点为啤酒城星光大道，半程
马拉松终点设置在星光岛，欢乐跑终点设置在海军公园。参赛选手目
前 仍 可 通 过 微 信 公 众 号 “ 心 同 步 文 化 体 育 ” 或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532-66971999进行报名。

青岛西站站房主体封顶 将于年底建成运营

本报电 8月3日，青岛西站东站房和高架站房主体成功封顶，标
志着青岛西站的“钢筋铁骨”搭建完成，将于2018年底建成运营。未
来，从青岛西站出发，最快可 2小时到达京津冀、3小时到达长三角、
合肥。该站建成后将与青岛站、青岛北站、红岛站一起构成青岛四大
交通综合枢纽客站布局，还可与年底建成通车的青盐铁路、济青高铁
和正在规划建设的鲁南客专、合青高铁等多条高铁线路连接，成为青
岛地区具备陆、海、空互联互通优势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从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重镇，到近代最
早开埠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再到国家首批沿
海开放城市、外贸港口城市……青岛一直是中
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然而在改革开放前，
由于青岛没有外贸经营权，这一阶段全市的外
贸业务模式主要向中央和山东省外贸公司提供
出口商品货源，自营外贸额为零。如今，青岛
国际贸易额已突破千亿美元，并在全国率先推
行“三位一体”的现代国际贸易指标体系。40
年的开放历程，为青岛外贸绘就了不断跨越的
路线图。

青岛外贸：

从0到1150亿美元
宋晓华

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节即将举行

从青岛走出的“中国品牌”
赵 伟

这是一份抢眼的名牌家
族谱——海尔、海信、青
啤、双星、澳柯玛、中车四
方……它们托起了青岛品牌
的底气。作为中国首批接触
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青岛
与青岛品牌共生共荣，相映
生辉。

今年6月举行的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将青岛引入国
际化大都市行列。

通过日益提升的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众多青岛品
牌已成为中国享誉世界的国
家“名片”，是“中国品
牌”屹立于国际舞台的重要
支柱之一。

7 月 22 日，来自俄罗斯的游客 （右） 在青
岛啤酒节上品尝青岛啤酒。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图为位于印度普耐市的海尔印度工厂图为位于印度普耐市的海尔印度工厂。。印度当地市场份额第一的印度当地市场份额第一的““不弯腰冰箱不弯腰冰箱””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
张进刚张进刚 李皎李皎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明月海藻馆。
张进刚 封安波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