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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本报电 近日，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下发 《关

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公布首批
可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10个省市地区名单，青岛入选该名单。

根据文件要求，经备案的二手车出口企业可向商务主管部
门申领出口许可证，在国内收购车辆后，应当依法办理二手车
交易登记手续，并在办理二手车海关出口通关手续后2个月内，
凭出口报关单及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凭证向机动车登记地公安
交管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举行青岛推介会
本报电 日前，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举

行推介会。本次论坛大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青岛举行，将
在健康领域搭建起全球顶级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
商学结合、高端对话与务实合作的综合性平台。

据介绍，青岛将借助此次大会争取更多的健康产业企业来
投资发展，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特色鲜明、布局
合理的医养健康产业体系，推动健康老龄化服务体系更好更快
发展。青岛将以办好健康大会为契机，争取把大会永久性留在
青岛，持续推动全市大健康领域相关产业发展，逐步将青岛打
造成为全国健康示范城市。

青岛与非洲一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本报电 日前，青岛与到访的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

签署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据介绍，青岛市和蒙罗
维亚市都是港口城市，双方在多个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更多领域、更深
层次的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

集成电路研发基地落户青岛高新区
本报电 日前，中科院集成电路创新研究院青岛研发基地

签约仪式在青岛举行，中科院微电子所、青岛高新区、青岛市
科技局三方共同签署协议。

据介绍，中科院集成电路创新研究院青岛研发基地将建设
“一院、一企、一园、一基金、一中心”，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集
成电路及其应用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高端新型研发机构及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支撑青岛并辐射胶东半岛集成电路相关
产业的发展。

海尔·2019青岛马拉松成功举行
本报电 5月4日，由中国田径协会、青岛市政府联合主办

的海尔·2019青岛马拉松在青岛五四广场鸣枪起跑。
据介绍，本次赛事设置了马拉松 （42.195公里）、半程马拉

松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 （约5公里） 三个比赛项目，来
自30个国家和地区2.5万人参加了比赛。就在不久前，青岛马拉
松获评中国田协银牌赛事和“最美赛道”特色赛事。

（本栏目整理：宋晓华）

4 月 30 日，歌诗达邮轮在青岛举行“赛琳娜
号”青岛船期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该邮轮今
年 9 月、11 月和 12 月在青岛的 16 趟航程运营计
划。仅一艘“赛琳娜号”便在 3 个月里安排如此
密集的始发航次，这是国际知名邮轮公司首次在
青岛实现常态化运营，在青岛邮轮产业历史上也
是前所未有的。

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总裁马睿哲表示，在与青
岛邮轮母港的多年合作中，“我们对这个市场有了
更加全面且深刻的认知，也看到了青岛市政府还有
邮轮港口对整个邮轮行业的大力支持。此次合作展
现了歌诗达邮轮对中国北方市场的坚定信心。”歌
诗达邮轮集团亚洲总裁马睿哲在现场表示。

实际上，青岛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和沿
海开放城市，在发展邮轮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青岛港是具有 127 年历史的世界第七大
港，早在 1979 年就开始接待国际邮轮靠泊，是国
内最早接待国际邮轮的重要港口之一，2016年由
中国国家旅游局批准青岛成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
当前，青岛把发展邮轮产业作为落实“经略海

洋”战略、建设国际时尚城的重要支点。青岛市文
化和旅游局出台了 《青岛市扶持邮轮旅游发展政
策》，对在青岛市依法开展邮轮旅游业务的邮轮公
司、旅行社等企业，按照邮轮吨位和航次数，给予
10万元至300万元的奖励；下大力气、重金武装邮

轮母港软硬件建设，启动产城港融合发展战略，鼓
励引进邮轮航线，开展邮轮旅游专题促销，扩大客
源市场腹地，壮大邮轮旅游组织接待能力。近来，
青岛邮轮母港还联合当地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
先后推出“双船通关”“零散验放”等通关新模
式，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据悉，歌诗达成立于 1854 年，总部坐落于意
大利热亚那。歌诗达是在青岛派驻邮轮最多的邮
轮公司，其中“赛琳娜号”也是目前青岛邮轮母
港接待过的最大母港邮轮。近年来，歌诗达连续
布局邮轮进驻青岛，是在青岛派驻邮轮最多的邮
轮公司，2018 年，歌诗达首次一年内派遣两条邮
轮进驻青岛。

下一步，青岛将发力建设邮轮旅游平台，将更
多更好更舒适的邮轮“搬”到市民家门口，以邮轮
来带动贸易金融，形成产业集群，把商流、物流、
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起来，打造开放、现
代、活力、时尚的邮轮母港城，加快建设国际航运
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赵 伟 王婷婷）

日前，中韩科创园启动发布会暨揭牌仪式在青岛
城阳区青岛天安数码城产业园举行，宝宁经济革新研
究院、大庆 ICT 产业协会、KTTC 医疗美学协同组合
等18家韩资企业正式入驻中韩科创园。

据介绍，中韩科创园致力于打造中韩经贸合作前
沿阵地、韩资企业创新孵化基地和区域经济升级发展
的加速器，总规划面积 10 万平方米，由中韩科创中
心、科创产业园及共享配套设施等组成，共分三期建
设。其中，一期中韩科创中心规划面积1万平方米，进
驻韩国政府机构、商协会、企业200余家；项目二期规
划面积4万平方米，三期规划面积5万平方米，2022年
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结合产业发展规划，中韩科创园将着力引入业务
增长快、从业人员多、经济效益高的优质科技型企
业，针对新一代电子信息、健康医疗、精密智造、文
化创意等韩国优势产业领域重点招商，推动高成长
型企业加快聚集。同时，科创园将打造专业运营团
队，将现有韩国驻青机构整体纳入行政服务专区，
与城阳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行成联动，为入驻韩国企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韩国是青岛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二大
贸易伙伴。截至 2019 年 3 月底，韩国累计在青投资项
目12930个，合同外资304.62亿美元，实际外资197.34
亿美元。青岛市核准对韩投资项目180个，中方投资额
11.96亿美元。2019年一季度，青岛与韩国进出口贸易
总额为19.30亿美元，同比增长7.1%。

作为对韩经贸合作的主阵地，青岛城阳区正在探
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体制机
制上先行先试，在开放服务领域、培育创新优势上加
快步伐，组建中日韩地方经贸促进委员会、合作区管
委会，建立中韩、中日商协会联盟交流机制，全方位
促进与日韩经贸文化交流，抢占对日韩开放发展高
地。今年，青岛城阳区将承办青岛世界韩商合作大
会、2019日韩 （青岛） 进口商品博览会、中日韩地方
合作论坛等活动，规划建设中日韩联合创新园、中日
韩经贸合作园、欧亚供应链产业园。 （宋晓华）

黄海之滨的青岛，素有“东方瑞
士”之称。欧陆风情的历史风貌，丰
厚多彩的人文底蕴，人群熙攘的消费
商圈、主题各异的展览节会……多种
时尚元素相互交织，彰显着这座城市
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城市
风范。

4月底，青岛以一份35页的国际
时尚城建设方案，规划了未来的时尚
版图。就国际时尚城建设而言，如此
整体、宽泛、深刻的研究，用各领域
行动方案支撑，青岛是“第一城”。

由此，这座城市由来已久的时尚
基因被郑重揣摩，成为激活城市又一
发展动力的引擎，时尚青岛的建设大
幕正徐徐开启。

激活时尚基因

何谓“时尚”？时，乃时间、时
下，即在一个时间段内；尚，则有崇
尚、高尚、高品位、领先等含义。时
尚的产生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时尚
城市的形成也与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

“青岛是个引领流行文化的城
市。”许多到过青岛的外地人都会做
出如是评价。实际上，青岛的时尚

“家底”颇为殷实。
在青岛，曾经诞生过多个“中国

第一”：青岛开办了中国人经营的第
一家电影院，上映了中国第一部有声
影片，是中国第一个有汽车的城市，
建设了中国第一条公路，生产出了中
国第一台火车机车和第一瓶矿泉水，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帆船俱乐部，建设
了亚洲第一个海洋馆，青岛还是第一
个用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设计的城市。

如今，这些时尚基因已被重新激
活：青岛市南区湖北路 17 号 1907 光
影俱乐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放
映地址。数年前，这座有着逾百年历
史的德式建筑，就被改造为一处集咖
啡厅、特色餐厅、书店、博物馆、私
人影院于一体的青岛时尚文化地标。
以此处为圆心，半径不足 1公里的范
围内，不同设计风格样貌的老建筑有
数十座。

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
青岛八大关风景区，也有 20 多栋不
同建筑风格的老建筑被重新启用。它
们被注入不同的文化、艺术、风俗背
景元素，变为博物馆、艺术馆、咖啡
馆、民宿、多国籍料理店等商业文化
业态，成为时尚生活方式新载体。

显而易见，在青岛，时尚不仅是
一种潮流，更已融入市民生活。

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附近，
咖啡店、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遍布青岛各区市的多家私人美术馆、
博物馆等新兴特色文化企业，面向市
民和游客免费开放；青岛各大商场内，
世界著名时尚品牌的展柜上摆放着新
款时尚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青岛人对美术、音乐、电影、
阅读、服饰、体育等，都有着天然的
审美力与行动力。”在嘉木美术馆、
荒岛书店创始人修方舟看来，青岛是
一座颇有时尚范儿的城市，“比如说
绘画，青岛是一座画中的城市，随时
随处可见写生的画者，这就是时尚青
岛的外在表现之一。”

赋能时尚产业

国际时尚城需要在时尚领域具有
国际影响力、引领区域时尚潮流。同

时，国际时尚城也是时尚产业、时尚
文化等高度集聚的空间形态。

旅游、影视、帆船、音乐、啤
酒、纺织、美食……青岛殷实的时尚

“家底”，正在被深度挖掘，进行产业
跨界整合。依托时尚强大的整合力赋
能传统优势产业，青岛以时尚为引领
的新一轮产业发展，在 2019 年已初
现端倪。

时尚产业最具象的表现是时尚商
业，青岛这方面的成绩令人眼前一
亮。海信广场、万象城、金狮广场、万
达茂等高端商业载体，构造适合多层
次消费群体的多业态、多品牌时尚综
合消费圈；全球知名的青岛国际啤酒
节，融合歌舞表演、音乐会、灯光焰
火秀等时尚元素，为中外游客奉上一
年一度的时尚狂欢；作为经国务院批
准的全国唯一的消费电子专业国际性
博览会，中国国际电子消费博览会每
一届都汇集上万款新潮时尚的电子消
费产品；近几年，青岛城市购物节、
进口商品展、中日韩泰海鲜烹饪国际
大赛等时尚消费节会异军突起……

如果说时尚为商业赋能锻造出青
岛消费升级的“聚宝盆”，时尚与青岛
独特海洋文化的碰撞，则开启了青岛

时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阀门”。
4月30日，国际知名邮轮公司歌

诗达在青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
青岛实现常态化运营，这有望成为青
岛建设国际时尚城的新增长极。

时尚不仅带来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交融，更跨越一二三产业界域的联
动，催生出新的业态和产品。从名噪
一时的“上青天”中国传统纺织工业
代言，到青岛时尚网红新地标的青岛
纺织谷，成为时尚赋能传统优势产业
的范例。2019年，这里成为青岛时尚
一族的聚集地，形形色色的时尚团
体、艺术达人会首选这里作为展示、
交流与发布活动的第一现场。

己亥新春，《流浪地球》 和 《疯
狂的外星人》两部登顶贺岁电影票房
榜的现象级国产科幻电影横空出世，
它们共同的置景拍摄地——青岛成为
焦点，其“电影之都”的名号在2019
年更加响亮。

时尚体育产业也已经在青岛呈现
出良好发展势头。作为全国“田径之
乡”“游泳之乡”、全国足球重点城市
以及全球闻名的“帆船之都”，青岛
每年举办的各类赛事活动达到 200多
项，各类赛事活动达 1万多场次，沃

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国际极限帆船挑战赛等高端帆船
赛事纷纷落户青岛。

规划时尚路径

建设国际时尚城，青岛有优势，
也有不足。如何规划未来发展路径，
补齐短板，成为青岛反复论证的焦
点。在建设方案起草之初，青岛还向
多位海内外专业人士征求意见，在半
个月时间内陆续组织专家学者和时尚
界人士进行座谈、讲座，为青岛勾勒
时尚蓝图。

“青岛应吸引更多创意和龙头企
业加入国际时尚之都建设，促进青岛
时尚产业发展。”意大利时装商会名
誉主席马里奥·波塞利认为。西班牙
福赛酒店集团主席胡安·加斯帕特则
建议，青岛应主办以展会为主要方
式的国际旅游交流活动、提升邮轮
母港吸引力、扩大国际酒店品牌在
青岛的发展。新加坡裕廊咨询公司
董事长柯坤财更关注青岛老城区，他
认为，青岛应对老城区进行保护性开
发利用、丰富夜生活、重视文化和体
育产业打造……

在国际时尚城建设方案中，青岛
提出将集聚时尚之城的六大基本要
素：发达的时尚产业、多元的时尚文
化、著名时尚街区和时尚地标、顶级
的时尚品牌、时尚创意设计人才、有
影响力的时尚展会。青岛将通过“打
造多个城市文化品牌”的时尚与文化
融合、“彰显‘国际时尚城’城市旅
游形象”的时尚与旅游融合、“崛起
时尚运动的引领地”的时尚与体育融
合、“建设东北亚国际会展名城”的
时尚与会展融合来实现这一目标。

青岛由时尚创造的未来将是由不
同行业品牌的创意所带来的一个创意
活跃、消费时尚、文化多元、体育发
达、展会高端的令人向往的时尚之
城。在这里，人们看得到青岛鲜明的

“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
特色，包括欧陆风格的建筑，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文人汇集的丰厚人文传
统，纺织业的重要历史地位；看得到
已经建成的东方影都产业园、国际服
装产业城、新高地创意园、青岛纺织
谷等时尚产业园区，以及日趋成熟的
以浮山湾、海泉湾和唐岛湾为代表的
多个时尚海湾消费圈……

素来行动迅速的青岛，善于让规
划照进现实。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
赋和时尚资源，这座城市缺少夜生活
的短板正在改变。5 月 1 日，西海岸
新区东方影都星光岛上的专业秀场
里，山东首台大型高科技舞台演艺水
秀 《青秀》 开演，4 天演出 5 场，共接
待游客、观众4200多人次；5月初新启
用的青岛城阳音乐吧特色街区，每到
夜晚，酒吧、咖啡店内灯光清浅，驻
唱歌手低声吟唱，商家平均上座率已
达八成；初夏傍晚的奥帆基地，全景
视角的浮山湾灯光秀美轮美奂……

这些依托各种特色品牌的创意，
将重塑青岛的未来样貌。电影之都、
音乐之岛、创意之城、艺术之城、书
香青岛、博物馆之城等具有特定历史
积淀的文化品牌，还有国际邮轮城，
帆船之都，足球之城，东北亚国际会
展名城等旅游、体育、会展业品牌，
将共同勾勒出时尚青岛的独特优势。

我们期待，如青岛所规划的，到
2022年，这座城市国际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将大幅提升，国际时尚城
建设初具规模。

青岛：国际化“时尚范儿”
赵 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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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16趟航程

国际知名邮轮公司首次在青岛常态化运营

新闻发布会现场。 （资料图片）

外国游客在青岛国际啤酒节畅饮。 宋旭光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青岛浮山湾灯光秀。 王 华摄

青岛东方影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