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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放之翼”

“青岛发展太快了，每一次来青岛
都能感受到变化，尤其是青岛的国际
化，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无疑是非常
靠前的。”德国汉堡经济促进局国际部
主任斯特凡·马茨非常看好青岛的发展
前景，他表示，在港口、海洋经济、创
意经济以及技术创新领域，汉堡与青岛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与斯特凡·马茨有同样感受的人，
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青岛连续 7 年被评为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之
一，是世界银行评选的中国投资环境金
牌城市，《福布斯》 发布的中国大陆最
佳商业城市十强……

国际等级的跃升，良好的区位优势
是支撑。青岛港位居世界港口第七位，
与全球 177 个港口保持通航；青岛机场
拥有国内航线 157 条、国际航线 27 条、
港澳台地区航线 3 条，去年来青旅游人
数突破8800万人次，青岛机场旅客吞吐
量突破 2300 万人次，新建的 4F 级机场
将于2019年9月份投入使用……

一批企业和科研院所将创新作为驱
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让青岛充盈着盎然
生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深海基地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全
国 30%的涉海院士、40%的涉海高端研
发平台、50%的海洋领域国际领跑技
术，各类国家级孵化载体达到96家，带
动青岛在创新之路上加速奔跑。

从海滨到大漠，到南国，到雪域，
每年超过六成的中国高速动车组由青岛
北部的“动车小镇”奔向四面八方。

在青岛东部的蓝谷，“蛟龙号”“科
学号”“大洋一号”“向阳红01”等中国
海洋科考利器，从这里驶向深蓝海洋。

而在青岛西海岸，一个世界级的影
视产业基地——东方影都正在崛起。今
年 3 月在全球热映的科幻大片 《环太平
洋：雷霆再起》，以其炫酷特效画面令
海内外观众折服，其中不少特技是在东
方影都制作的。预计自2020年起，这里
每年拍摄制作的国内外影视作品将超过
130部。

从百余年前的小渔村，到蓬勃发展
的国际城市，今日青岛正以更加开放的
姿 态 ， 彰 显 出 越 来 越 足 的 “ 国 际 范
儿”。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
江汀表示，实施国际城市战略，是进一
步张开城市发展的“开放之翼”，是青

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

深度拥抱世界

在啤酒的故乡德国，尽管啤酒种类
高达5000多种、鲜酿啤酒厂遍布每个小
镇，但威力巴德·科勒还是选择了来自
中国的青岛啤酒。“是的，我喝过很多种
德国啤酒，但青岛啤酒喝起来非常香醇
爽口，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啤酒之一。”

开放、活力的青岛啤酒，已是青岛
知名国际名片之一，曾有人做过粗略统
计，青岛啤酒每天在全球有超过5500万
次的开启和畅饮；平均 1 分钟，全球消
费者饮用 4 万瓶青岛啤酒；每年，全世
界消费的青岛啤酒瓶连起来，可绕地球
119圈、地球往返月球7次。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势下，越来
越多的青岛企业“走出去”，成为享誉
世界的国际品牌。

今年 10 月 24 日，青岛海尔正式在
德国法兰克福上市交易。随着青岛海尔
成功登陆欧洲资本市场，中欧所 D股市
场正式开启，中国在欧洲的离岸蓝筹市
场建设取得突破。

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启了全球化
布局，当时提出的全球化目标是，国内
生产国内销售 1/3，国内生产海外销售
1/3，海外建厂海外销售1/3。

如今，海外并购成为海尔全球化新
思路。从日本的三洋，到新西兰的斐雪
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再到意大利的
Candy， 海 尔 的 并 购 足 迹 遍 布 五 湖 四
海，已连续 9 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
品牌。

同样来自青岛的中车四方，屡屡斩
获国际订单，获得的出口订单累计已超
过 5000 辆，产品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与阿根廷、美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家的合作项目已经陆续实施，成为奔跑
在海外的“青岛名片”。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青岛，与世
界 216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吸引
了 144 家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在青岛投
资，与世界上98个城市建立了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在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
俄罗斯等 9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境外工
商中心，成为青岛牵手世界的新纽带。

作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被定位
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主要节点城
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多式联运
凸显了青岛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独
特优势。

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中蒙班列、
中韩快线、东盟专线……自 2014 年底，

青岛启动口岸多式联运中心，目前已开
通 5 条“一带一路”国际班列，累计到
发国际班列 1084列、7.43万标箱，日韩
两国商品通过海铁联运经青岛中转至欧
洲、中亚比海运直航缩短 25-30 天，至
东盟缩短7天。

依托多式联运优势，青岛创新打造
的国内首个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目前已启动。该示范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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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
境外同步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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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示范区境内外重点合作项目
98个，拓展面向日韩、东盟、南亚乃至

“一带一路”更广泛区域的转口贸易及
跨境电商等商务合作，为上合组织搭建
经贸“朋友圈”。

乘东风再出发

今年 3 月，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参赛
团队第七次到访青岛，这也是青岛连续
七次以主办港和赛队合作伙伴的身份与
该赛事合作。英国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组
委会主席、创始人约翰斯顿爵士目睹了
青岛近年来的发展，他说：“很欣喜地
看到今天青岛越来越国际化，正像奇迹
一般展现在世人面前”。

尤其是自今年 6 月份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成功举办以来，后峰会时代的青
岛，在迈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路上更加意
气风发。

今年，来青游客数量和消费实现了
蓬勃爆发式增长。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
超过 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3%；旅游消
费 总 额 将 突 破 190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9%。

一组数据的对比，颇有趣味。青岛
陆域面积小于 1.2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略大于 1.2 万平方公里，今年青岛
GDP有望突破1.2万亿元。

青岛并不满足于此，正在努力推进
国际城市建设，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
专门成立了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委员会，
形成“8+30+1”工作机制。其中，“8”
即8个专项工作组，“30”即30个专业工
作小组，“1”即委员会下设的专家咨询
委员会秘书处，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青岛市市长孟凡利表示，青岛要实
施好国际城市战略，善用开放的眼光、
开放的胸怀看待世界、审视自己的不足
之处，目前青岛在五个国际化特别是园
区、城市国际化上还有不小差距，在机

制化、体制化、常态化、全辖域、全领
域开放上有很多不足，要以此作为新的
出发点，全方位谋划青岛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争当
全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排头兵。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创新提出建设
国际城市建设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跳
出青岛看青岛，面向全球，组建高端智
囊团，从不同角度为青岛建设国际海洋
名城出谋划策。

龙永图作为这个咨询机构的委员会
主任，在今年举办的青岛国际城市战略
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海
洋是青岛最大的优势和最好名片，青岛
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就要提升海洋经济
硬实力和软实力，做好海洋经济改革开
放先行区、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海洋教育科普
名城。

如今，国际城市建设咨询委员会重
磅智囊团成员扩展到来自中国、德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近20个国家
的资深外交官、知名专家学者和跨国公
司高管等专家，涵盖金融、贸易、外事、规
划、旅游、环保、会展、运输、海洋、法
律等领域。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被青岛
一一详细记录，其中的一些真知灼见将
被落实到青岛国际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
中，这座城市的国际化建设也正朝着这
些专家描绘的美好蓝图不断迈进……

始于梦想，国际化已成为这座城市
开放新动能，青岛也必将标注国际化新
的高度，将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富有活
力、更加时尚美丽、更加独具魅力。

“青岛造”列车将驶入埃及
本报电 12 月 3 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与中国中

铁—中航国际联合体签署了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
项目车辆供货合同，包括 22 列 （132 辆） 市域动车组
及 12 年维保服务。这是中车四方在埃及的首个订单，
也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取
得的又一重要突破。

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项目是连接开罗市区、
斋月十日城和新行政首都的一条新建市域快线，总长
约 68 公里，共 11 个车站。项目采用中国技术和装
备。作为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在埃及乃至北非的首个
订单，该项目车辆合同的落地，将助力企业产品和服
务多元化“走出去”，并为后续周边市场的开发发挥示
范效应。

青岛入选中国智慧城市20强
本报电 11月28日，《第八届 （2018） 中国智慧城

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在 2018 智慧中国年会上发布，
青岛再次入选“中国智慧城市综合实力20强”。同时入
选的还有深圳、杭州、无锡、广州等城市。其中，青
岛的智慧基础单项指标得分位居前三，获得中国智慧
城市建设智慧基础奖。

《报告》 设置了智慧基础、智慧治理、智慧民生、
数字经济、创新环境等5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脉互联智慧城
市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本报电 日前，位于青岛的国家高
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举行蒂森克虏伯
磁技术研究室入驻揭牌仪式。这标志
着世界 500 强、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
伯集团正式入驻我国首个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

据了解，双方将围绕磁技术研究开
展创新合作，积极推动中国中车在未来
城市的智慧交通、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等
领域开展更多的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

蒂森克虏伯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机械

制造企业，在磁技术研发领域具有世界
领先地位。蒂森克虏伯磁技术研究室入
驻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将进一
步推动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的建
设步伐。

目前，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正全面提速。首批入驻的轨道交
通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高速磁
浮试制中心、高速磁浮实验中心等三
个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具备时代、
科技、人文、生态、环保、节能等特征

的“森林式”国家创新中心即将全面启
动建设。

据悉，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将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积极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研发
团队、科研院所开展跨领域、跨行业、
跨学科的技术交流与创新合作，探索多
元化的技术、人才、项目合作新模式、
新机制，积极构建开放、协同、共赢、
高效的国际化创新合作网络，努力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据介绍，创新中心所在的青岛城
阳区，集聚了中车四方股份和庞巴迪
等轨道交通核心配套企业 120余家，大
力实施“动车+”战略，集聚资源要
素，厚植产业优势，推动建设“世界动
车小镇”。

去年，青岛还成立了一支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定向招商专业团队，面向全球
招商。随着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项目聚
集，青岛将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释放更
多更强大的新动能。 （宋晓华）

8 月末，英国规划专家施倍
德，再次来到青岛八大关景区的
老建筑群前，思考如何通过城市
规划，在这座城市发展的同时，
做好老建筑保护。

常年从事严谨的规划设计工
作，西装领带加皮鞋成为施倍
德 的 日 常 穿 着 ，言谈间语气温
和、笑声爽朗。自 1977 年以来，
他已在全球参与了 2000 多个项目
设计，拿到 100 多项国际和地区
大奖。

一位外国规划专家，却对中
国的城市规划情况熟稔于心，原
因在于，出生于英国伦敦的施倍
德已在中国生活、工作了 42 年。
其与青岛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10
年前。

“2008年，我在中国选取了12
座城市进行调查，这些城市有着
各自的地标建筑，其中一个就是
青岛。”回忆起初次到达青岛的情
景，施倍德记忆犹新，“青岛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那一
次来，我在青岛市内待了两周，
每天都寻找最有青岛特色的老建
筑进行探访。”

实地探访过后，施倍德便就
近找一家咖啡馆，用约两个半小
时的时间，完成一幅所访建筑的
钢笔素描。两周时间内，施倍德
画了整整30座不同的青岛老建筑。

“后来，我选取了其中的部分
素描，放到我写的一本研究中国
城市规划的书里。”施倍德说，在
他看来，青岛是一座中国典型港
口城市，所以他讲对青岛的研究
放在了这本书第一部分。

时光流转，10 年之后，施倍
德受香港青岛总会和青岛海外联
谊会邀请，作为“国际城市规
划、旧城保育及活化考察团”主
要成员之一，为青岛的国际城市
规划出谋划策。

“青岛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
快，区域发展也相对平衡。”施倍
德打开随身携带的一幅青岛地图，指着其中几个区域，接着
说，“这次来青岛，除了之前到过的地方，我还去了西海岸新
区、胶州、平度。西海岸新区的电影、旅游业发展势头迅
猛，胶州有新机场在建，平度也有自己的发展特色，这让我
明显感受到青岛城市版图的扩大。”

8天的时间里，施倍德来到青岛市北区、西海岸新区、胶
州、平度，参观青岛规划展览馆、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百利葡萄酒庄园，现场为相关区域规划及项目“把脉”。此
外，施倍德还带来一场名为 《城市改造与保护历史建筑》 的
公益讲座。

“城市的变化不仅仅止于外表，还在于随着经济发展而产
生的体系结构的变化。城市规划应以人为本，为人们带来更
好的生活与发展；应考虑城市多个方面，比如居住、娱乐、
教育等方面。”施倍德说，基于这一理念，他为青岛做城市规
划时格外细致，“青岛的城市发展有其严谨性，规划时应考虑
可持续发展，高效率、多样化地保持城市特点。比如，青岛
的老建筑群，既要保留，还要考虑如何使用，要使旅游者和
参观者通过这些老建筑，感受到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青岛期间，施倍德了解到，目
前，青岛正在进行国际城市建设，“青岛
自身城市条件非常好，基础扎实。通过
良好的城市规划，保持好自身特色是青
岛需要注意的一点。”目前，施倍德已受
邀成为青岛国际城市战略专家评审团成
员，他也希望未来与青岛的缘分可以越
来越深厚。

实施国际城市战略

青岛对外开放再攀新高度
宋晓华

青岛有一个蓝色的梦——2017年，青岛提出建
设国际海洋名城。要实现这一梦想，青岛推进实施国
际城市战略。

而今，这一梦想的轮廓正日渐清晰，推进企业、
产业、市场、园区和城市国际化，一个国际化的青岛
正吸引世人的瞩目，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标签。

近日，青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作为地方典型，被

国务院通报表扬。而就在几天前，一份来自世界著名
城市评级机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GaWC）发布的《世界城市名册2018》显示，青岛在
全球的排名在上次名册中实现连升两级以来，再次实
现升级，由“Gamma+”级跃升一级至“Beta-”级，
由“全球三线城市”成功晋级“全球二线城市”，这
座城市的开放再攀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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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森克虏伯磁技术研究室入驻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世界500强企业助力青岛磁浮高速列车研制

“齐鲁号”欧亚班列从位于山东省胶
州市中铁集装箱青岛中心站准备出发。

王昭脉摄 （人民视觉）

“齐鲁号”欧亚班列从位于山东省胶
州市中铁集装箱青岛中心站准备出发。

王昭脉摄 （人民视觉）

青岛港青岛港。。张进刚张进刚、、刘春修刘春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为施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