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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正围绕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目标，对标国内外一
流城市，分步推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完善城市的全方位
建设，扩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这
是18日，在北京举办的青岛国际投资促进咨询顾问机构北
京年会暨现代产业招商政策推介项目对接会上，普华永道
创新服务部合伙人高骏杰为青岛做“新时代国际化发展背
景下的机遇之城”推介演讲时的发言。

本次对接会上，来自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驻京代表、
外国驻华机构和商协会、国内500强和知名企业代表、青岛
市国际投资促进咨询顾问机构代表以及商务部、青岛各市
直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区市和经济功能区代表等300余人
参会。会议以“通商青岛新时代，合作愿景新动能”为主
题，展示了青岛经济发展区域布局和现代产业精准招商的
政策措施和专业团队。

“资本最看重的就是投资环境。青岛拥有独特的自然禀
赋和良好的区位优势，今年先后迎来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实
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青岛的投资环境也不断得到优化，密集出台的
一揽子利好政策极具吸引力，这都是资本所青睐的。”辉瑞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杨樱说。

在会议签约环节，总投资约 500 亿元的 14 个项目成功
签约，涉及总部经济、金融、物联网、检验检测、文娱旅
游、文化教育、新能源、循环经济、智能制造、现代农业
等领域。其中，西海岸新区中国再生资源危废处置板块总
部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将通过新建、并购等方式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平度市蟠桃花谷项目总投资100亿元，
将重点发展特色观光农业，打造本地旅游品牌；莱西市股
权投资基金合作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将致力于新能源、新
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股权投资，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会后，青岛市直各部门、各经济功能区分别与参会企
业代表进行了进一步对接交流。

据悉，自2013年以来，青岛市先后聘请了40家世界跨
国公司和知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作为青岛市国际投资促
进咨询顾问机构，每年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行顾问
机构年会。本次在北京举办的推介会围绕“新时代”“新动
能””新愿景”合作主题，共同交流探讨青岛建设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和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等带来的发展机遇。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
威、辉瑞投资、英中贸易协会、安联保险、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英菲尼迪
等青岛市国际投资促进咨询机构代表，雀巢、西门子、飞利浦、诺华、希
杰、阿斯利康、强生、卡特彼勒、UPS、住友商事、凯德、苏黎世财产保
险、安达保险、特斯拉、马士基等近 30家世界 500强企业以及多家跨国公
司、行业领军企业、国内知名企业、机构代表出席会议。

10 月 15 日—19 日，第 124 届广
交会一期举办。161家青岛交易团参
展企业斩获8.93亿美元订单，比上届
增长2.5%。

广交会青岛交易团订单纷至沓来
的背后，是这座城市外贸调整新结
构、开辟新市场、探索新方式、培育
新业态，开拓外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的不懈努力。

新结构

贸易的本质是匹配供需。
青岛外贸主动调整结构，由匹配

低端需求、获取低端收益，向匹配中
高端需求、获取中高端收益转变，完
成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

“优质优价”的转变，勾勒出外贸高
质量发展的全新发展曲线。

来自本届广交会的案例和数据，
是这一结论的有力印证。

在广交会青岛海尔空调展区，一
个透明玻璃房内充斥着PM2.5的大量
烟雾，被海尔净界自清洁空调3分钟
内净化；在冰箱展区，工作人员将在
海尔飨宴冰箱内冷藏了7天的食材一
一取出，拼成一条栩栩如生的“蔬菜长
城”；在热水器展区，一台通入220V电
流的防电墙热水器悬挂在养有金鱼的
鱼缸上方，热水器流出的水进入鱼缸
后，里面的鱼仍能正常游动。

这些高端产品，成为青岛海尔征
战国际市场的“王牌”产品。

广交会上，海尔以飨宴冰箱为主
打的高端冰箱签下了来自欧盟和加拿
大的 1.2亿美元订单；净界自清洁空
调提供了最先进的健康空气解决方
案，签下了来自南非、中东、加拿大
的 2.2 亿美元订单；紫水晶洗衣机、
空气洗洗衣机等高端产品则顺利签订
了与欧盟、南非和加拿大的 1.5亿美
元订单。

以品牌、质量取胜，也是青岛小
企业斩获国际订单的“王牌”。

“目前，我们已经在青岛、苏
州、深圳各建成一处研发中心，通过
创新研发高端产品，开拓高端国际市
场，避免同质化竞争，向微笑曲线两
端求市场、求利润、求发展。”广交
会上，青岛三链锁业负责人王宇辉从
不为订单量忧心，“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建设研发中心，扩大产能，以满
足高端国际市场需求。”

外贸企业的自我升级，正在优化
着青岛出口产品结构。青岛市商务局
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青岛机电产
品 和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分 别 占 比
42.9%、9.2%，比 2012 年提高了 6.4
个、2.7 个百分点。为此，青岛已出
台相关政策，加大对装备制造业出口
企业的融资支持。

新市场

广交会展馆 A、B 区连廊，肤色
各异的各国采购商停下脚步，关注一
旁中央舞台正在进行的活动——充满

“青岛元素”的“通商青岛 品牌之
都”全球营销推介会。“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
（青岛）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推介会这两个主题引起参会客商极大
兴趣，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 20
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海外采购商现场
参会交流。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为青岛赢得了更多关注，
也成为青岛外贸企业深耕“一带一
路”新市场的一大利好。

来自青岛海信的一份海外成绩
单，让人瞠目结舌：今年以来，在北
美、欧洲、南非、澳大利亚等“一带一
路”重点市场，海信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态势。今年1—9月，海信加拿大品
牌销量同比增长 95.1%，海信南非品
牌销量同比增长56.5%，增速惊人。

在青岛，深耕“一带一路”市场
的企业中，既有海信这样的国际名
企，也有专注本业的小企业。

“多年来，我们专注于做高品质
链条，产品现在出口到 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广交
会销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青岛征和工业 （集团） 有限公
司展台负责人徐大志介绍道。

青岛口岸多式联运功能，是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所依托的优势。这一优势，也为青
岛企业赢得来自“一带一路”的广交
会客户添加砝码。

“我们的主要客户集中在欧洲、
澳美等国家和地区，多式联运可以大

大缩短发货时间，对我们获取订单非
常有利。”青岛青禾人造草坪负责人
表示。

据悉，目前青岛企业对“一带一
路”沿线市场和自贸区市场出口比重
分 别 达 到 52.9% 、 27.1% ， 分 别 比
2012 年提高 1.7 个和 2 个百分点。为
促进企业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青岛
制定“千企百展”双向贸易促进行动
计划和配套的支持企业国际市场开拓
扶持政策。

新方式

率先在全国建立涵盖货物进出口
额、服务进出口额和境外投资贸易营
销额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国际贸易
运行体系，是青岛的创新之举。

方式的改变，为青岛外贸注入全
新动力。在“三位一体”的现代国际
贸易运行体系这一新体制机制框架
下，青岛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线上
和线下并行，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成效明显。

青岛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8月，青岛实现国际贸易总额
778.86亿美元、增长5.8%；其中，货
物 进 出 口 513.36 亿 美 元 、 增 长
4.5%；服务进出口 108.5 亿美元、增
长 15.9%；境外投资贸易营销额实现
157 亿美元、增长 21%。现代国际贸
易运行体系动力十足。

其 中 ，国 际 贸 易 的“ 新 生 力
量”——境外投资贸易异军突起，为推
动青岛国际贸易平稳增长立下“汗马
功劳”。一组生动案例折射出青岛境
外投资贸易的繁荣景象：近年来，海
尔集团在俄罗斯扩建了冰箱、洗衣机
生产线，在印度启动了白电产品扩产，
海尔巴基斯坦鲁巴经济区年营业额实
现3亿美元；海信集团启动墨西哥工
厂和南非工业园二期扩建工作，并依
托南非工业园成为南非最大电视制造
商，市场辐射非洲大陆 15 个国家；
赛轮金宇集团在越南投资建设海外轮
胎制造基地二期项目，累计投资4.6亿
美元；瑞昌棉业在非洲 5 个国家建设
棉花种植和加工项目，惠及非洲20余
万农户。这些项目产生的境外销售，
将构成青岛国际贸易的一部分。

作为服务贸易的“重头戏”，青
岛服务外包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
1-8月份，青岛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
已达 96 个国家 （地区），其中，美
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是主要发
包市场。欧洲部分国家服务外包订单
增 长 较 快 ， 其 中 德 国 同 比 增 长
347.8%。

新业态

培育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新模
式，正成为青岛外贸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营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渠道，也是
广交会青岛代表团新看点。

“作为专业的工业装备厂家在线
直销平台，拓拉思是集产品和服务于
一体的电商平台。”在“通商青岛 品
牌之都”推介会现场，作为拓拉思网
络 科 技 （青 岛） 有 限 公 司 “ 代 言
人”，拓拉思美国公司供应商产品解
决方案部总监本·卡特莱特的介绍，
引起与会客商极大兴趣。会后，数位
参展供应商将本·卡特莱特团团围
住，深入了解工业装备如何在青岛开
展跨境电商。

实际上，跨境电商这一新业态
正成为推动青岛外贸高质量发展新
动力。

在青岛，跨境电商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新锦桥打造的棉纱跨境在线交
易网站——“易纱网”，是中国第一个
基于互联网的进口棉纱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新协航创立的国内首个冷链跨
境电商平台——“鲜云网”，年平均
进口各类肉制品 32 万吨以上，居国
内同行业首位；青建集团依托“U材
U建”跨境电商平台实现配套建材出
口与土特产保税进口的双向贸易；新
锐化学“第一化学网”垂直电商平台
入驻的国内供应商已超万家……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截 至 2017 年
底，青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拥有各
类跨境电商服务企业 2000 余家。跨
境电商交易额在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中的占比不断扩大，已由 2016 年的
2.76%增加到 2017 年的 4.79%，今年
前七个月的占比达到 5.99%。目前，
青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实现保税
进口、保税出口、跨境电商出口、直
购进口等跨境电商的全模式运行。

从“百亿”到“千亿”，再到突破“万亿”大
关，1978年以来，青岛工业增长迅速，40年间工业总
产值增长300多倍。

从曾经的“上青天”，到如今的“品牌之都”，改
革开放40年来，青岛工业一直活跃在产业升级的浪潮
中，从传统、高耗能的行业转向新兴、高端的装备制
造业行业，工业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
提升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青岛连续入围全国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
级成效明显的城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
7.5%的中高速增长，工业质效提升。2017年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705.1 亿元，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达到 10%，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规
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45.8%，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8.5%和
21.5%，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 （42.5%） 高于全
省7.5个百分点，新旧动能转换积极推进。

产业集聚助推青岛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目前，
青岛机械装备、食品、石化、家电、电子信息、服装
等 6条产业链产值已过千亿元。2017年，青岛千亿级
产业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197 户，实现利润总额
633.7 亿元，增长 8.5%，引领青岛工业和实体经济加
快转型。

自“十二五”起，青岛新材料、生物、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拉动全市工业
发展的新引擎。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工业实现增加值 735.5 亿元，同比增长 11.7%，占
GDP的比重为7.3%。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
值 298.1 亿元，同比增长 6.2%；新材料产业实现增加
值109亿元，同比增长9.1%。

同时，青岛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实现迅猛增
长，2017年末化学原料药、平板玻璃、啤酒、发电量
产量分别是1978年的102.4倍、62.9倍、42.7倍、13.3
倍；冰箱、洗衣机、彩电等产品更是实现了从无到
有，并逐步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家电品牌。

此外，青岛的企业家充分利用市场开放机遇，精
心运作打造品牌，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截至
2017 年末，青岛拥有世界名牌 2 个、中国名牌 68 个、
山东省名牌产品 644 种、青岛名牌产品 773 种；行政
认定中国驰名商标141件 （其中工业领域116件）、省
著名商标 463 件、市著名商标 553 件，各类国家级创
新平台、质量品牌总数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

海尔集团现为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青岛啤
酒进入世界啤酒厂商前十强，中车、北船等现代装
备制造业品牌以及庞巴迪、朗讯等国际知名品牌齐聚
青岛……品牌经济已成为青岛的主体经济特征，助力

“青岛制造”走向世界。

青岛入选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
本报电 日前，商务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

作会议，包括青岛在内的55个城市入选，这是青岛继2017年入选全国
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后，又入选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

全国有 266 家企业入选试点企业名单，青岛的海尔集团、青岛酷
特、金王集团、利群集团、山东高速青岛西海岸港口公司、国泰通供应链
公司、赛轮金宇集团、青岛双星轮胎等8家企业入选试点企业名单。

青岛啤酒连续13年获评“最受赞赏”
本报电 《财富》（中文版） 近日正式发布2018年“最受赞赏的中

国公司”排行榜，青岛啤酒连续13年上榜，其间从未缺席。本次一同
上榜的还有华为、格力、海尔、小米、阿里巴巴等国内知名公司。“最
受赞赏的中国公司”通过 《财富》（中文版） 一年一次调查评选产生，
被称作“中国公司软实力的晴雨表”。

据介绍，从1903年建厂至今，青岛啤酒始终坚守“只为酿造好啤
酒”。经历了 115 年的发展，青岛啤酒的主营业务也始终聚焦于啤酒，
如今的青岛啤酒早已是行销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中国制造”品牌，成
为享誉世界的金字招牌。

全球企业专家青岛共议化工过程安全
本报电 由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化工过程安全中心、中国石油大

学 （华东）、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共同主办，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化工
过程安全中心-中国分部 （CCPS-CS） 承办的第六届美国化工过程安
全中心CCPS中国过程安全会议，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召开。

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新加坡、荷
兰、韩国、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捷克共和国、巴基斯
坦、阿根廷等近 20个国家的化工企业、化工安全领域 500余位专家学
者参会，围绕“过程安全在中国”的会议主题，与会专家带来14场精
彩纷呈的的主会场报告，56场分会场报告。 （何清杰）

第18届“蓝洽会”在青岛即墨举办
本报电 第18届中国青岛蓝色经济国际人才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

日前在即墨举办，本届“蓝洽会”以“汇聚高层次人才助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共有创新创业大师峰会、高端对话、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产学研项目洽谈会等14大板块内容。

据介绍，“蓝洽会”是青岛以“融合国际人才智力、促进蓝色经济
发展”为目标搭建的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智力交流合作平台，始办于
2001年，经过17年的培育、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集聚海内外人才
智力和技术交流合作的知名平台，形成了较好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是海内外人才关注青岛经济社会发展，了解青岛人才科技需求、
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

9月份青岛口岸大宗商品进口指数

“通商青岛 品牌之都”广交会上获赞誉——

青岛探求外贸高质量发展新路
赵 伟

“通商青岛 品牌之都”广交会上获赞誉——

青岛探求外贸高质量发展新路
赵 伟

青
岛
在
京
举
办
现
代
产
业
定
向
招
商
推
介
会

杨

瑶

“青岛制造”总产值
40 年 增 长 300 倍

宋晓华

图为“通商青岛 品牌之都”全球营销推介会现场。

图为拓拉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与参展人员沟通。

青岛灵珠山街道

守住生态美
换来百姓富

位于青岛市黄岛新区“后花园”的
灵珠山街道在把环境保护作为推动内涵
发展、加快乡村振兴重要内容的同时，
不断探索如何通过发展理念、工作方
法、运行机制和价值实践的变化，逐步
实践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为此，街道打响了“青山保卫战”
“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重污染
源消灭战”等环保战役。与 32 个社区
和 14 家景区签订了护林防火协议，着
力消除小气黑臭水体 9 处，建立健全 5
个大格、12 个中格、34 个小格的监管

体系，将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责任落实
到每个网格责任人，并坚持“宁可税收
少一点，也不要污染环境的企业”原
则，推动存在隐患的企业改造升级、异
地迁建。

经过近一年的力抓环保，街道辖区
的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绿色经济和
循环经济呈现蓬勃活力。今年上半年，
灵珠山街道旅游人数达78万人次，同比
增长了 30%。今年“十一”期间，辖内
的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入园人数较
去年同期上涨了53%。 （季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