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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与爱沙尼亚帕尔努市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本报电 近日，青岛市与爱沙尼亚帕尔努市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意向书。根据意向书，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推进议会间、政
府间、经贸、文化、教育、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推
动两市建立友好合作城市关系。帕尔努市是爱沙尼亚第四大城市，与
青岛同为旅游、避暑胜地，帆船运动发达。

2018“欧洽会”在青岛举行
本报电 9月 17日，2018中国 （青岛） —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

洽谈会在青岛开幕，400多位中欧政商代表参加开幕式。本届欧洽会以
“‘一带一路’，连接中欧新未来”为主题，通过举办“一带一路”打
造国际海洋名城主题论坛、中欧环境技术合作论坛、丹麦特色产业企
业对接会、中欧集群与园区圆桌峰会、法国蒙彼利埃地中海大区葡萄
酒品鉴会、中欧企业配对洽谈会、欧洲产品展示等系列活动，推动青
岛与欧洲国家在投资、贸易、科技方面的全面交流合作。

青岛排名全球金融中心31位
本报电 近日，第2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单发布，青岛在

入选的全球 100个金融中心城市中排名第 31位，较上期榜单提升两个
位次，至此，青岛在该榜单上已连续5次跻身全球前50名。

该榜单由英国 Z/Yen集团与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
制，从营商环境、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等方面
对全球重要金融中心进行评分和排名。该榜单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及竞争力的指标指数，每年分别于3月和9月更新一次。

全球首个轮胎智能工厂
体验中心在青岛启用

本报电 近日，软控智能工厂体验中心在青岛胶州启用，成为目
前全球首个面向橡胶与轮胎企业的智能制造体验平台、产品测试平台
和技术升级平台。这个立体、动态、领先的体验中心开创了一种新的
工业制造实践模式。其中，在体验中心首次亮相的TPRO-S （全钢子
午胎一次法三鼓成型机） 是软控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创、全球产量最高
的智能化成型机，较传统成型机工作效率提高40%。

本报电 日前，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
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青岛自主品牌赛事“远东杯”国
际帆船拉力赛被授予帆船运动板块最佳赛事组织奖，中
俄两国领导人出席颁奖典礼。这是继上合青岛峰会之
后，青岛帆船运动在国际舞台上又一次华丽亮相。

本届“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9月1日从青岛奥帆
中心起航，来自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6支参赛船队乘风
破浪，于9月8日至9日陆续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节庆） 活动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明两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此次第
三届“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被列入东方经济论坛配
套活动，与会各国领导人出席颁奖仪式，进一步激励了
青岛做大帆船赛事、加强海洋人文交流的信心。

连续3次参加“远东杯”的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七
尺俱乐部队长叶尔马科夫难抑内心的激动：“中俄两国领
导人亲自为我们颁奖，我们感到莫大荣幸，这是对我们
继续加强体育交流的鼓励！”

据介绍，10多年前，叶尔马科夫的父亲是俄罗斯著
名帆船运动员，并曾带他驾驶帆船来到青岛，为北京奥
运会的帆船赛事加油。叶尔马科夫父子由此同中国帆船
运动界人士相识，并萌发了联合举办帆船赛事的念头，“远
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就是双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

据悉，“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是青岛自主品牌远
洋帆船赛事，始创于2016年，这项极具挑战性的离岸航
海赛事填补了远东地区没有国际帆船拉力赛的空白，同
时也是中国境内目前为止最长距离的远洋赛事。

此前，“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已成功举办两届，
前两届远东杯的航线均为青岛往返韩国木浦。在成功举
办两届后，“远东杯”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日俱增。

“远东杯”是青岛与俄罗斯加深合作交流的一个缩影。
今年4月，中俄地方合作园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式启

动，这是首个在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启动的中俄地方合
作园区，将打造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国际化
示范平台。

今年7月，第三届“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在青岛举
行。以此次交流营为契机，青岛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
青年号”帆船命名仪式。仪式结束后，全体参会营员还
进行了帆船体验拓展活动，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
员国的 11 国青年代表与中国青年代表共计 200 多人一起
出海，扬起青春之帆，助力上合发展。

对话投契
深度交流擦出火花

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为主题，由青岛相关
政府部门及 11 家青岛企业代表组成
的商务代表团在此次出访行程中，
举行了3场对话会。上合组织成员国
的白俄罗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都对这一主题积极关注，并以此为
主线，与青岛开展深度交流，商讨
合作，推进共赢。

9 月 12 日，白俄罗斯明斯克十
几摄氏度的气温让人倍觉凉爽，明
斯克北京饭店内却热闹非凡，这里
正在进行一场名为“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白俄罗
斯/青岛商务对话会”的活动。

这场对话会，吸引白俄罗斯当
地政要、有关企业和商协会代表120
余人参加，气氛热烈。

对话会以 《丝路青岛》 形象推
介片开场，向在座嘉宾展示了青岛
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支点与节点，深化地方经贸合作，
推进互利共同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在
致辞中表示，青岛代表团的访问，
将为促进中白务实合作和中白地方
间合作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乘着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东
风，中国与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依托青岛
口岸多式联运功能优势，按照‘物
流先导、贸易拓展、产能合作、跨
境发展、双园互动’运作模式，在
中国境内境外同步展开，将为青岛
与白俄罗斯各城市提供更加广阔的
合作空间。希望白俄罗斯广大企业
以示范区为平台，拓展面向日韩、
东盟、南亚乃至更多区域的转口贸
易及跨境电商等商务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发展。”对话会上，孟凡利的
现场发言得到白俄罗斯方面与会代
表的积极回应。

“青岛代表团此次来访，向白俄
罗斯工商界推介青岛以及中国—上
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建设
发展情况，将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合
作机会。”白俄罗斯经济部副部长马
图谢维奇说。

对话会结束后，白俄罗斯企业
代表纷纷与青岛代表团做进一步深
入交流，热情合作的火花也延续到
论坛签约环节。

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分别
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工商会、
中白工业园代表签署了建立国际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中国外运
华中有限公司与中白商贸物流园、
蔚蓝生物集团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
院微生物所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对话会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密切
关注。9 月 13 日，当地主流媒体白
通社以 《白俄罗斯与中国青岛将建
立有效商务对话》 为题，迅即报道
了相关活动情况。

两天后，位于俄罗斯涅瓦河转
弯处的斯莫尔尼宫，交流擦出的合

作火花持续迸发。这里的对话会，
也收获了满满成果。

有关人士表示，将对话会设于
斯莫尔尼宫，这一举动背后，是俄
罗斯方对青岛商务代表团的真诚欢
迎。

“今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年’的开启之年，圣彼得堡市与青
岛市互为友城，青岛代表团此次到
来，十分契合两国地方合作交流不
断深入的发展趋势。”对话会上，中
国驻圣彼得堡副总领事张树友表示。

圣彼得堡市代市长格沃卢诺夫
在欢迎词中表示，在中俄两国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圣彼得堡与
青岛作为友好城市，发挥各自优
势，推进双方地方经贸合作，有益
于双方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对话会上，14 个中俄合作项目
现场签约，涵盖建立中俄地方合作
中心和航空设备、电子家电、生物
医药、食品饮料、家居建材、科教
文化等领域的投资贸易合作。对话
会后，双方的合作热情仍在延续。

当天下午，青岛商务代表团与
圣彼得堡市政府外联委组织的100多
家企业举办了专题洽谈活动，达成
一批双向投资贸易合作项目意向。

9 月 18 日下午，青岛市代表团
走进塔吉克斯坦，延续“中国—上
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这一
主题，在杜尚别举办塔吉克斯坦/青
岛商务对话会”，当地政商界 140 余
名嘉宾参会。

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塔
吉克斯坦国家工商会签署建立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协议，青建集团与塔
吉克斯坦交通部签署合作备忘录，
青岛聘请华和国际商务咨询机构作
为“青岛市投资促进咨询顾问机构”。

在塔吉克斯坦，青岛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 17 次会议
上建议，在上合组织经贸部长会议
框架内设立“中国—上合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联合委员会”，以促
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合作，
共同建设好、发展好示范区。

深度对接
发挥地方合作潜能

青 岛 是 中 国 首 批 对 外 开 放 城
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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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奥尔沙市是白俄罗斯重要的交
通物流枢纽，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
础良好，与青岛很多方面条件互补。

访问奥尔沙市期间，青岛华通
集团、中外运华中公司、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海润丝绸等企业与

“布列米诺—奥尔沙多式联运工业与
物流园区”管理公司现场深入交
流，探讨冷链运输和农产品进口等
合作意向。

坐落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的中
白工业园，不仅联结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还联结着欧盟和
亚洲国家的市场。该园区是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白俄罗斯
政府共同支持建设的国家合作项目。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的建设将为中白经贸合作打
开新的机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前景，希望青岛的优秀企业也能到
中白工业园投资发展。”对于青岛商
务代表团的到访，中白工业园管委
会主任亚罗申科第一时间响应。

不断加深的地方合作，源于青
岛与白俄罗斯热络的经贸往来。据
青岛市商务局统计，今年 1-6 月，
青岛与白俄罗斯贸易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54.1%。

借助今明两年中俄地方合作交
流年的东风，青岛此次出访，也发
挥出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潜能。9月15
日—17 日，青岛商务代表团先后访
问圣彼得堡AIRT公司、上合组织实
业家委员会秘书处、俄罗斯直升机
总部、俄罗斯机械进口贸易股份公
司，走访了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
每一次拜访，都收获满满。同期举
办的青岛旅游推介会也取得积极成
效。

影视艺术是拉近人文交流的有
力纽带。访问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协
会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期间，作为
首个中国“电影之都”，青岛建议，
在青岛开展俄罗斯电影文化艺术
节，共同推进中俄地方文化交流合
作，得到积极响应。

9 月 17 日，青岛商务代表团访
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
双方签署 《青岛市商务局、上海合
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建
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合作备忘录》，见证青岛中
俄直公司 10 亿美元组装项目签约，
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工商
会与青岛伟东集团签署教育合作备
忘录，俄罗斯机械进口贸易股份公
司、青岛波罗的海轨道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和青岛市城阳区政府签署三
方战略框架协议，在青岛城阳共建
中俄地铁产业园。

在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
处的支持下，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
地方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俄罗
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市与
青岛都是曾举办过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峰会的城市，合作潜力巨
大。今年 8 月 17 日，青岛市商务局
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工商会在
青岛签署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备忘
录，就合作推动“中国—上合组织
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共同
举办“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青
岛） 论坛”、在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框架下开展教育合作以及
共同建设物流贸易项目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并初步达成一致。

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总统哈米多夫·鲁斯特姆对今年 6月
份在青岛成功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峰会表示祝贺，并向代
表团介绍了将于今年 10 月在巴什科
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市举行的第四
届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中小企业论
坛情况，希望双方今后能够扩大园
区、物流、人才交流及国际论坛展
览等领域的合作。

会见后，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
会秘书处、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
共和国工商会与青岛伟东集团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上合组织实业家委
员秘书处、青岛蓝谷与青岛伟东集
团签署了教育培训合作备忘录。

搭建平台
密切联结“上合”伙伴

9 月 17 日，青岛商务代表团拜
访“老友”——上合组织实业家委
员会秘书处。

早在 2015 年，青岛就与上海合
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共同创建了

“一带一路”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
园址在国家级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后，青岛举
办首届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
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等系列活
动，影响力不凡。

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青岛已
与上合组织中的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
坦、柬埔寨、尼泊尔、白俄罗斯、乌兹
别克斯坦等 9 个国家 14 个城市（省
州、机构）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青岛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青岛与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进出口贸易总额58.24亿美元、增长
12.5%、截至2017年底，青岛对上合
组织有关国家投资项目 74 个，中方
投资额5亿美元。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累计在青岛市投资项目226个，合同
外资 4.75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57亿美元。

青岛商务代表团此次出访中，
各项合作、签约活动也与“上合”
紧密相关。

青岛市商务局与白俄罗斯维捷
布斯克州工商会签署建立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将以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为
重要合作平台，建立经贸信息分享
及经贸代表团定期互访的工作机
制，推进双方在贸易、物流、投
资、金融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
一活动现场，青岛市商务局与中白
工业园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将推动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框架下的合作。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MOIKI 河畔
大道36号A806，坐落着青岛第九个境
外工商中心——青岛俄罗斯工商中
心。9月14日，该工商中心由青岛市市
长与圣彼得堡市代市长共同揭牌。

新 启 用 的 青 岛 俄 罗 斯 工 商 中
心，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独联
体国家，按照“共商、共享、共
赢”的原则，落实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重大部
署，目标是将工商中心打造成为上
合组织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双向
投资贸易合作综合服务平台。

对于该工商中心，青岛寄予厚
望。孟凡利表示，未来，以青岛俄
罗斯工商中心为平台，青岛将在俄
罗斯展开区别于欧美地区招商模式
的招商引资，转换工作理念，走特
色招商之路。

短短数日的经贸文化交流，创
新搭建起多个合作平台。未来，青
岛与“上合朋友圈”的地方经贸交
流与合作，将书写全新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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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上合”精神 拓展地方合作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推介会在白、俄、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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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在青岛圆满落下帷幕。中国
政府在会上宣布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是这次峰会取得的重要经贸成果之一，更
是青岛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9月12日—19日，由青岛市委
副书记、市长孟凡利率领的商务代表团对白俄罗斯、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展开访问。期间，代表团一行在三国广泛拜
访当地政要及工商界人士，共举办三场商务对话会，签署合
作伙伴备忘录3个、项目合作协议27个，达成项目合作意向
33个。

为期数天的经贸文化交流，开启了青岛深度拓展与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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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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