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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青岛的消费市场上商品丰富、
货源充足、物价稳定、购销两旺，一片红红火
火的景象。

回顾青岛 2018 年全年消费市场，同样可以
用“红红火火”来形容。来自青岛市商务局的
数据显示，青岛 2018 年预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 5000 亿元左右，增长 10%以上。数字上扬
的同时，青岛消费也展现出诸多变化：城市发
展促进消费新平台落成；新业态迸发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需求；消费新动能涌现，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青岛迈入高质量消费
阶段，距离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更近
一步。

消费新平台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随着众多商业综合体
的落成，青岛商业格局发生不小变化。在这一
年里，青岛市南区的奥帆J·LIFE，市北区的诺德
广场，李沧区的尚街购物中心，城阳区的华润
万象汇、兴阳国际广场，西海岸新区的东方影
都融创茂、华尔兹广场相继开业。至此，青岛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购物中心达到115家，遍布
青岛各个区市，形成中山路、台东、香港路、
李村、崂山、香江路六大商圈。而随着青岛地
铁线路的增加，这些商圈串联为1小时内直通速
达的商业带。

同时，小而快的便利店也在青岛遍地开
花。据统计，目前，青岛共有860余家连锁便利
店，包括利群、友客、可好、真诚、7-11、迷
你岛等多家便利店品牌。

作为全国 19 家口岸进境免税店之一、山东
省首家口岸进境免税店，青岛国际机场进境免
税店已于 2017 年底开门营业，为消费者购买国
际大牌商品提供了新的平台。

大大小小的商场、商店的建成让青岛购物
场所分布更为均衡合理，进口商品销售平台的
拓展，则为这座城市的消费升级更添“一把火”。

这几年，受益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青
岛口岸贸易便利化等优势，青岛牛羊肉、奶制
品、酒类等国外安全优质消费品进口规模大幅
增长。嗅觉敏锐的青岛商贸业“大咖”抓住这
一消费新风向，纷纷打造商贸流通与外贸跨界
融合的商业新体系。利群、维客、佳世客、麦
凯乐、万象城等青岛大型商超，不约而同设立
起国外商品和外贸出口企业“三同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 直销区，甚至建立专门的外
贸商品直营超市。

目前，青岛正积极争取获批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试点，未来将形成实体商业与电子商务布
局、地上商业与地铁商业、空港商业网点布
局、城乡一体化商业网点相得益彰的规划建设
布局，形成多中心、集聚型、网络状的国际化
大都市商业格局。

商业新业态

如今，青岛全市商业面积已近千万平方
米。青岛商业体量增加的同时，发展深度也在
扩大。在“互联网+消费”推动下，青岛商业新
业态涌现，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作为青岛传统零售业代表之一的大润发，
近年来与电商融合发展，实现了业绩逆势增
长。“在我们这里，消费者除亲自到店选购商品
外，还可通过手机淘宝 APP 中的‘淘鲜达’入
口手机下单，我们 1小时内送货上门。”青岛大
润发相关负责人孙女士介绍说，目前，该企业
仅通过这一渠道的每日线上单量已达600单，利
润可观。

书店、美术、手工等文创产业也成为青岛
各商业综合体追捧的新业态。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城市传媒广场内，一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新
华书店装修别致、典雅，囊括了咖啡、美食、
展览、文创用品等多种模式，被称为“亚洲第
一体感书店”。书店旁边，全世界首例 3D 打印
全比例云冈石窟艺术馆文化味浓郁，吸引众多
消费者驻足。由于业态丰富，体验项目众多，
消费者可在此消耗一整天时光。

无人餐厅，是青岛商业新业态中又一亮眼
特色。2019 年 1 月 24 日，中国铁路首个“智能
无人餐厅”在青岛北站一经亮相，就吸引了不
少旅客亲身体验。在餐厅中，从扫码支付、微
波加热到自动出餐，整个过程最快仅需半分
钟。此前，阿里系新零售代表——口碑已与青
岛船歌鱼水饺合作，打造出其在北方的首个智
慧餐厅“快闪店”，备受消费者欢迎。

有人说，2018 年是青岛“新零售业态”元
年。这一年，青岛吸引了阿里、腾讯、瑞幸等
互联网企业以及宜家等零售巨头进入：2018年7
月，腾讯携手青岛金王在大融城打造国内美妆
新零售的标杆——众妆优选全球美妆潮品智能
体验店；2018年 10月，火速蹿红的咖啡界网红

“小蓝杯”瑞幸咖啡落地青岛；2018年12月，盒
马鲜生青岛大拇指广场店开业，其首日订单在
全国同期新开门店中增幅排名第一。

目前，随着青岛城市实力、消费潜力的增

长，更多商业新业态正筹划落子青岛。

发展新动能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
结构加快升级，是青岛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题中之意。

“内外贸融合发展”，这是青岛在全国率先提
出的促消费新方式。通过这一方式，青岛在开展
跨境电商服务试点、建立青岛口岸进口商品集
聚区、创新举办世界进口商品展、打造形成国
际品牌消费集聚中心等8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借
鉴内地输港鲜活农产品和出口欧盟水产品等质
量标准、供应模式和管理方式，青岛创新“用
外贸标准办内贸”的工作机制，制定国内首个

《青岛市城市鲜活农产品生产流通管理规范》，
实现与国际标准对接，赢得消费者称赞。

众多特色节会，也为青岛消费市场繁荣
“锦上添花”。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青岛利用上合峰会带
来的新机遇，打造“青岛购物”品牌，举办首
届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此外，青岛城市
购物节、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航博会暨
船艇展、国际车展、国际啤酒节、德国商品
展、香港时尚购物展、青岛年货购物节、世界
进口商品采购大会和中日韩泰海鲜烹饪大赛等
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满足了多样消费需求，激
发消费动能。

近年来，青岛以深入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为
主线，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性服务中心，推进
商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内外贸融合
发展，推进商贸流通领域法治化、信息化建
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推动消费对
GDP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在最新版《“国际化+”行动计划对标案例
指导手册 （2018-2019）》 中，青岛明确提出，
对标国内外先进发展模式，推进城市“智慧商
圈”建设；对标纽约、巴黎、东京、香港等国
际知名消费中心城市先进做法，打造适合多层
次消费群体的多业态、多品牌的时尚综合消费
圈。青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高质
量消费的未来，值得期待。

图片说明：
图①：青岛北站“智能无人餐厅”。

王海滨摄 （新华社发）
图②：青岛西海岸新区一商场，顾客在挑

选水果。 张进刚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③：青岛东方影都融创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青岛汽车产业去年营收破千亿

本报电 日前，记者从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2018年1-11
月，青岛汽车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67亿元，同比增长15.2%，全年
收入将首破1000亿元，成为该市增长最快的支柱产业。据了解，目前
青岛已经形成以一汽解放、上汽通用五菱、北汽新能源、一汽大众为
龙头，涵盖乘用车、商用车、SUV、交叉型乘用车、新能源汽车等全
系列产品的汽车产业体系。

青岛开通越南富国岛直飞航线

本报电 青岛至越南富国岛直飞航线日前开通。这是继芽庄航线
之后，青岛机场今年新开的又一条越南航线。据介绍，富国岛地处越
南，为免签海岛，岛内有星星沙滩、珍珠乐园、原始渔村等特色旅游
景点。该航线由青岛航空执飞，为旅游包机，春运期间运行。

据悉，截至目前，青岛机场已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 30 余条。
其中，墨尔本、温哥华、伦敦等洲际航线客座率稳步增长，日韩航线
门户枢纽优势进一步加强，日均往返55班次。

“青岛梦想号”双体帆船起航

本报电 1月23日，“青岛梦想号”双体帆船环球航行起航仪式在
海南举行，承载着青岛梦、中国梦、海洋梦、环球梦的“青岛梦想
号”再度起航，开启环球征程。

据了解，青岛是中国近代帆船运动的发源地之一。2008年成功举
办奥帆赛。奥帆赛后，青岛传承奥运精神，相继引进沃尔沃、克利
伯、国际极限赛、世界杯帆船赛等国际顶级赛事，成为亚洲帆船运动
的领军城市。

如何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能？青岛用近日的一次机构改革给出了答案。2019年1
月 17 日，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正式揭牌成立。由此，
青岛成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率先设立民营经济发展
局的城市。

来自青岛的资料显示，当前，民营经济占据青岛市
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2018年，民营经济为青岛市贡
献了 49%的税收、77%的城镇劳动就业、98%的市场主
体，对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2018年四季
度，青岛全市民营工业企业景气指数和民营工业企业家
信心指数分别为 142.5和 141.4，较三季度分别上升 1.8点
和3.5点，生产经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此前，在工作运行中，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部门多
达十余个，部门职能分散，缺乏有效协调机制，难以形
成工作合力。此外，青岛各部门对民营经济主体的统计
口径各不相同，导致数据分析关联性不强，无法共享使
用。”青岛市编委办负责人说。

抓住此次机构改革机遇，青岛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中小企业局的职责以及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牵
头民营经济发展职责和有关部门的民营经济发展职责整
合，组建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青岛市政府工作
部门，加挂青岛市中小企业局牌子。

据悉，新成立的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主要负责整
合政策资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工作合力，发挥
好综合协调、统筹规划、发展促进、服务保障、监督考
核等。未来，该局将在青岛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委领导下，承担民营经济党建工作，承担有关
民营经济招商工作。此外，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还推
出“民企之家”服务品牌，成立青岛市民营企业服务中
心、青岛市民营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畅通沟通渠道，
推动青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进口矿石先验放再实施实验室检测，货物还在运输
阶段企业就可以向海关申报，智慧监管精简压缩作业环
节……2018年以来，青岛海关下大气力推动通关“去繁就
简”，推出提前申报、优化拼箱物流作业等 13方面 29项措
施，全力推动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

在青岛港5万吨冷链基地，电商与物流的新组合加上海
关提前申报、快速通关等新举措，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生鲜
食品进口时间大大缩短，德国的鲜牛奶最快三天时间就可
以配送到百姓餐桌上。

“现在的流程非常高效，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口生鲜
类冷冻类产品，目前我们仓内已经储存了1000多个品种。”
青岛港冷链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一系列支持进口、
简化流程等措施落地，基地进口货值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货物还在运输阶段，企业就可以向海关进行申报。”
黄岛海关相关工作人员说，与之前的“货物到港、申报进
口”模式相比，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通关
效率大幅提升。

“先验放后检测”是青岛海关于2018年推出的又一项压
缩整体通关时间的举措。该模式下，海关在货物抵港后第
一时间开展现场查验和重量鉴定，对现场查验未发现存在
疑似或掺杂固体废物、放射性超标等安全环保项目不合格
的，及时发送放行指令，做到即卸即验、卸毕即放。改革
以来，青岛海关进口矿产品平均验放周期压缩约66%。

此外，青岛海关还开展了“智慧监管”改革，使用智
能设备和技术，实现口岸物流数据链实时获取、作业环节
精简压缩，智能无人卡口100%自动放行，货物提离时间缩
短35%。

最新数据显示，青岛海关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48.64 小
时，比 2017 年压缩了一半，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7.51 小时，
压缩了六成以上，超额完成了国务院提出的“整体通关时
间再压缩三分之一”的工作目标。

高质量消费助推青岛发展
赵 伟

高质量消费助推青岛发展
赵 伟

2018年12月青岛口岸大宗商品进口指数

韩国文创品牌教保文库落户青岛

日前，韩国文创第一品牌教保文库在青岛西海岸城市传媒广场开设了第
一家品牌展示店。这是继 2018年 5月青岛出版集团与韩国教保文库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以来，韩国教保文库正式在青岛布局的首个动作。此次展示共聚集
了13个韩国一流文创品牌，未来，教保文库将与青岛在图书流通、出版、文
化商业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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