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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城 有 了 开 放 型 经 济﹃ 发 动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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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开放发展也不能慢。济南以高新区为依托，加深国际产能合作、引进全球人才——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

济南近年来主动加快对外开放脚步，
以开放促改革，

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扩大开放正成为越来越多地

靠开放谋发展。
尽管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
但通过在全市

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特别是一批国家级

重要位置设立高新区，加深国际产能合作、引进全球人

高新区、经开区率先探索实践，在开放中大胆创新，

才，释放了经济增长动能、拓宽了经济转型潜力、提升了

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经济发展质量。

行业巨头落户高新区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如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地理位置
和要素禀赋，更取决于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作为沿海省份的
内陆城市，济南的办法是通过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
优秀的企业来泉城投资兴业，进而加深地方经济与全球产业链
的融合程度。
有着百年历史的德资企业费斯托 （Festo），是世界领先的自
动化技术供应商，同时也是工业培训和教育项目的领先者。费斯
托的业务遍及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面对接德国工业
4.0、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中德合作典范，费斯托全球生产中心
项目 2017 年落户济南高新区的智能装备城。
走进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的车间，一台台崭新的设备映入眼
帘。尽管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但仍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紧张地调试
着设备。正在进行气控阀加工装置调试的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济
南全球生产中心机加工工程师李侗峰介绍，未来这里从毛坯料选
配、传送、加工再到成品的整个生产流程，绝大多数都将由机器
自动完成，相关产品将供应全球市场。“各种机械设备，既有进
口的，也有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对工程师来说，我们只要负责
设备的正常运转就行。”
那么，费斯托这样的行业巨头为何选择在济南设厂呢？
“随着其他地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以及新生代人群就业观
念的改变，山东人力资源优势愈加明显。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
拥有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能提供大批接受了良好高等教育的人
才。费斯托在济南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济南各级政府部门的
关心和支持。例如去年底孙村项目的‘四证齐发’，使得我们可
以在土地摘牌成交后的 48 小时内即开工建设，这远超预期的速
度，为项目各节点如期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背后，是政府
各部门无缝衔接的团队协作，和工作人员通宵熬夜的默默付出。
我们非常感动并钦佩他们的敬业精神。”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杨翌说。
看好泉城经济发展潜力的，不止费斯托一家。如今，越来越
多的跨国企业落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例如，济南国际金融城已
入驻 1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21 家中国 500 强企业，各类金融企
业、金融机构达 300 余家。绿地山东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德勤、普
华永道等一批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签约入驻，英国 BP 石油、苏黎
世保险、日本 YKK 集团、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已签约，
将于建筑投入使用后陆续落户。

德国小伙成为“中国通”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资金、技术、产品的跨国融合，
更离不开人才的国际化。
在济南高新区，德国小伙子王赛博人气很高。虽然他来中国
时间不长，但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济南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对外联
络部主办，招商引资、涉外联络，都少不了他忙前忙后的身影。
尽管长着一副标准的“洋面孔”，王赛博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
通”。有一次，一位中国同事准备向政府有关部门上报一份材
料，由于涉及王赛博负责的业务便征询了他的意见。王赛博不仅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对这份中文报告的段落布局提出了十分中
肯的修改建议，令不少同事刮目相看。
王赛博说：“在济南高新区，我主要负责国际业务，包括高
新区在德国、英国、以色列、芬兰等国海外办公室的管理和联络
等。特别是有外资企业人员来华考察时，我还负责介绍济南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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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情况，帮助有意向的企业来这边投资兴业。”王赛博用流利的
长 15.2%，进出口总值增长 18.9%，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中文说，济南与德国经济合作越来越多，给年轻人带来很多工作
“高新区目前入驻了一大批优秀外资企业，给我们的产业发
和商务合作的机会，也有利于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如今，济南
展带来了极大助益，催动了新旧动能转换加快进行。以费斯托
机场旁边又设立了中德企业合作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
为例，这家全球气动元器件行业冠军，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项
里工作和生活。
目、资金，还给济南高端装备制造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特别
“王赛博这个德国小伙子，是我们高新区聘任制改革以后招
是他们与济南职业学院，山东英才学院等开展的德国双元制培
录的一名优秀外籍员工。引入海外人才，不仅拓展了高新区对外
训，为我们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工匠型人才。”济南高新区管委
招商引资的途径，更体现了高新区乃至整个济南市海纳百川、友
会副主任任广锋说，当前，济南高新区正大力推动“生态赋
联世界的开放态度，是济南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生动诠
能”型发展模式，用“生态化”的理念和方式，赋能高新区创
释。”济南高新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说。
新创业、政务、社会、环境等领域，打造开放融合的动态平衡
王赛博所说的“中德企业合作区”，地处黄河、小清河两河
系统，实现储能、育能和释能。未来，济南高新区将继续以
怀抱，紧密包围着济南国际机场。该合作区的建设，标志着中德 “店小二”的精神热情服务各类企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最
合作正成为济南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中德企业合作
优质的成长舞台。
区展厅内，航空专用螺丝钉、裸眼 3D 显示屏、高精度机器人、
高性能半导体芯片等展品令人目不暇接。据介绍，中德企业合作
区依托机场交通优势，委托戴德梁行、德国 SBA、法布劳格对合
作区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和空间设计，聚焦航空产业、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三个主导产业，成为搭建承接全球隐形冠军及龙头
企业的载体。

“店小二”专攻服务企业
看得见一城山色，听得见泉水叮咚。时针指向晚上 9 点半，济
南高新区内浪潮集团的办公大楼依然灯火通明。闪烁的灯光与忙
碌的身影，勾勒出济南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动画面。在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不少山东本地企业都获得了与外资“强强联合”的机会。
拿济南传统优势产业摩托车制造业来说，济南轻骑与韩国
KR 公司、法国标致、日本铃木等合资生产的系列摩托产品，就
广受市场认可。比如，第一款在中国发布的倒三轮踏板摩托，其
ABS、雄狮前格栅、汽车级仪表等多项设计，采用欧洲同步技
术，与法国标致汽车一脉相承，具有良好的抓地力、稳定性，又
保持了摩托的灵活性；再如，济南的轻骑铃木是日本铃木在中国
唯一一家摩托车制造合资生产基地，该系列所有产品售价均在万
元以上。
与此同时，企业的发展反过来也能促进高新区的开放。几年
前，山东英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还是一家从事医疗器械研发生产
及第三方医学检测服务的小企业。“我们当时进入高新区时收入
为零，但我们研发出了能检测耳聋基因的技术。”该公司董事长
冯振说，随着外部环境尤其是医疗环境的发展，有着多年科研积
累的英盛生物迎来了发展机遇。2018 年，英盛生物与美国赛默飞
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研发生产用于临床的质谱仪，实现了质
谱仪在国内的量产。如今，英盛生物的年综合收入为 3 个多亿且
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
中国大陆地区首个香港大数据交易所在济南挂牌、普洛斯
济南智慧汽车综合产业园等 20 个项目集中签约、国际医学科学
中心质子临床研究中心等 12 个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近年
来，在开放型经济“发动机”的带动下，济南经济发展势头越
来越好。
今年一季度，济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339.1 亿元，同比增长
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9%。其中，重点产业快速发展，电子
信息、石油化工、医药制造、汽车制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2.1%、16.9%、8.4%和 8.7%，高技术产业增长 10.6%，均明显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特别是济南高新区，一季度完成生
产总值增长 12.5%，创下了 2012 年以来的一季度最高增速；同
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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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贸易，人们通常会想到货物进出
口。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业倾斜特
别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服务贸易无论对世
界还是对中国，都变得越来越重要。5 月 28
日到 6 月 1 日，“2019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又称“京交会”） 在北京举行，就
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生动案例。
服务贸易的内涵和形态决定了其重要
性。按照世贸组织 《服务贸易总协定》，服
务贸易包含商务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
务、运输服务、通信服务、教育服务、健康
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建筑服务、环境服
务 、 旅 游 服 务 及 其 它 服 务 共 12 个 大 的 部
门，细分至 150 多个分部门。服务可以通过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
动等多种途径进行贸易。
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为服务出口提供
强大的产业基础，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 （例
如美国服务业就业占 86%）。由于服务业附
加值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服
务贸易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赢得更高附

图①：济南高新区一角。
朱 琳摄 （人民视觉）
图②：中国重汽济南商用车公司总装线。
叶农合摄 （人民视觉）
图③：山东英才学院学生在中欧智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接
受机电一体化实践训练。
刘 磊摄 （人民视觉）
图④：2018 年 4 月，中亚班列从济南启程开往乌兹别克斯坦。
范 良摄 （人民视觉）

服 务 贸 易 ，分 量 越 来 越 重
邢厚媛
●据测算，未来 15 年，中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的服务。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和发展，不仅给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也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加值。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
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现代服务业正在更加
广泛、更加深刻地融入农业、矿业、制造
业，成为影响传统产业发展乃至社会管理进
步的新引擎。当今世界，服务贸易是产业进
步的标志，是国际竞争力的标志。
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二的服务贸易大国，
但经济社会发展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依然展
现出强烈需求。服务业产值之比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与工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特别是研发设计服务发展依然滞后，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水平。因此，
中央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
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涉及居民生活
的服务业尚不能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需求，特别是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关乎人
们健康、娱乐、教育、旅游的服务需求呈爆
发式增长，导致服务进口大幅增长。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巨大，过去 20 多年

来逆差持续增长，抵消了大部分的货物贸易
顺差，甚至会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因
此，扩大就业，防范外部风险，实现高质量
发展，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
双向开放，大力促进服务出口。
“京交会”搭建了世界服务贸易开放发
展的舞台。
顺应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体系深
刻变化的趋势，为满足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中国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

放。据测算，未来 15 年，中国将进口 10 万
亿美元的服务。今年的京交会与往届相比，
国际化水平更高，规模更大，进一步彰显了
中国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和
发展，不仅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也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未来，
中国不仅将进口更多的服务，而且国内外投
资者在华投资的商机增加，大学生就业创业
更加活跃，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工业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将更加深度融
合到传统产业，显著提高制造业水平，生活
服务业则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
生活需要。
（作者为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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