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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国际物流通道

中国青岛和白俄罗斯明斯克，相隔数千里，都在
“一带一路”沿线。然而，万水千山从来不是阻隔，奔驰
的国际班列实现了两地跨越千里的握手。日前，一列满
载发动机配件、太阳能组件的中欧国际班列从青岛多式
联运中心鸣笛出发，22天后将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数据显示，上半年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发出欧亚班列
161列，同比增长 78.9%。短短几年间，青岛累计开通中
亚、中蒙、中欧等 16 条国际国内班列，其中包含 6 条国
际班列，形成“西联中亚欧洲、南通南亚东盟、东接日
韩亚太”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大通道。

与此同时，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加速由“物流通道”
向“贸易通道”转型，来自中亚国家的矿产品、优质面
粉、畜产品等特色产品以及日韩的电器、化妆品在此转
口，让青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贸易枢纽。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青岛中创远铁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明表示，借助多式联运，今年以来该公
司对中亚、欧洲等“一带一路”市场物流业务增幅较
大。仅仅今年6至7月份，该公司承运的中亚发青岛的回
程班列就有4列328标箱，帮助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将矿
产等商品通过多式联运经中国铁路和港口出口到东南亚
国家，青岛逐渐成为中亚国家的“出海口”。

沿着这条“快速路”，越来越多的青岛企业扬帆出
海，不断取得新成果。

总部位于青岛的山东电建三公司已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设 40 余个项目，总合同金额超千亿元人民
币，在摩洛哥建成世界最大光热电站，在沙特建成世界
最大燃油电站，在阿联酋建成世界最大反渗透海水淡化
厂阿布扎比塔维勒水厂……众多世界级超级工程，让电
建三成为走在“一带一路”的中国名片。

在哈萨克斯坦，青岛北海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西部环保有限公司”，帮助当地完成环保处理、伴生
气回收处理、哈中环保科技工业园筹建等工作。

搭建经贸合作平台

再过几天，“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商品展将在青岛举
行，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展示平台，吸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青岛对“一带一路”沿线进

出口1436.03亿元、增长22.8%，占全市51.2%；在“一带一
路”沿线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10个，合同额25.56亿美
元，完成营业额18.64亿美元、增长85.6%，占全市88.7%。

上扬的数据得益于青岛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地方经贸合作的系列举措。

不久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摩尔多瓦的客商瓦列里在
上合示范区注册了外商独资企业青岛罗志尼国际进出口有
限公司。“从工商注册、拿证到银行开户只用了3个小时，
值得称赞！”瓦列里说：“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提供了办公场
所，建成产品展示区，对接线上线下客户，还给我们提供
人才公寓，帮助我们解决未来客户的接待问题。”

这样的合作正在上合示范区加速推进。一年来，
该示范区已吸引境内外近 40 个重点合作项目落户，京
东、传化物流、中集冷链、阿法拉伐等一大批知名企
业在示范区投资，集聚了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上合国际贸易大厦、博
览中心等 13 个载体类项目加速启动或建设，总投资约

130 亿元，初步形成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多领域经贸合
作交流格局。

与此同时，青岛建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多个合作交流平台：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结束后不久，青岛先后举办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展、“一带一
路”青岛板桥镇论坛、上合+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论
坛、上合民俗文化博览会、“一带一路”国际电子竞技大
赛、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暨国际投资贸易博
览会、上合马拉松比赛……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加深了
彼此间的互通、贸易投资往来，也让相互间的文化和情
感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青岛搭建起与上合组织国家的“朋友圈”，已
与上合组织11个国家22个城市（省州、机构）缔结了经济
合作伙伴。成立俄罗斯青岛工商中心，在阿拉木图、比什凯
克、拉合尔等上合组织国家城市设立了6处商贸代表处。

“上合示范区的建设为经贸创新合作提供了一个绝佳
平台。”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高度评价青
岛搭建的经贸合作平台。

深耕开放试验田

是合作平台，更是开放试验田。不同于以往的经济
园区，上合示范区从成立之初就突破单向招商引资园区
模式，通过多双边区域双向投资贸易合作推进跨境发
展，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共商共建，实现共享共赢。

回望来时路，2015年8月，上合示范区境内园区的前
身“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是经商务部批准的，我国唯
一横跨欧亚大陆、境内外双向互动的合作园区，定位于
建成“面向欧洲、亚太两大经济圈，国际物流贸易引
领、境内外双向互动”的国际贸易综合枢纽。

这种双向互动也为国际合作增添了新的内涵。上合
示范区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上合组织国家，是一个
跨越国境、双向合作的新平台。

在巴基斯坦，中国境外首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海尔鲁
巴经济区正带动当地经济加速发展；在俄罗斯，海尔加
快投建工业园和智能工厂，与当地政府一起推动家电全
产业链的智能升级，提升当地智能制造水平……

通过这个平台，中国和上合组织国家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可以更加畅通和高效双向
流动。青岛的角色则是跨境资源的配置者，这也是青岛
在推动中国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格局中的
使命所在，机遇所在。

“此次中央审议通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对青岛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上合示范区将担负起国家赋予青岛的重要使命，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加强我国同上合组织国家互联
互通，推动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高
水平建设上合示范区。”青岛市商务局局长赵士玉表示。

搭建上合组织国家“朋友圈”，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青岛大开放大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可以预见，未来
上合示范区这片开放试验田将更加欣欣向荣。

第29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开幕

本报电 7 月 26 日，第 29 届青岛
国际啤酒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
啤酒城开幕，青岛由此进入为期 24 天
的啤酒狂欢季。本届啤酒节以“活力
啤酒节”为主题，突出“国际化、大
众化、智能化”三大特色。据悉，今
年的啤酒节荟萃了来自全球的 1400 余
款品牌啤酒，布局了9个各具特色的啤
酒大篷和8个休闲大篷，建成了汇聚德
国皇家HB、美国百威等30余家品牌啤
酒入驻的凤凰酒吧街区，组织了400余
场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体育活动，全
天免费向公众开放。此外，中国青
岛、德国慕尼黑、美国丹佛和加拿大
多伦多四大啤酒节代表，发起建立国
际啤酒节联盟合作机制，达成 《国际
啤酒节联盟2019青岛共识》。

青岛（莱西） 2019世界
休闲体育大会开幕

本报电 7月 27日，青岛 （莱西）
2019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在青岛莱西开
幕。开幕式以“健康休闲全民共享”为
主题，旨在共话休闲体育，助力全民健
身运动发展与健康中国建设。

据悉，青岛 （莱西） 2019 世界休
闲体育大会分为休闲体育大会、休闲
产品博览会、休闲高峰论坛和休闲文
化艺术节四大部分。赛事活动自 5月 1
日正式开赛一直持续到 10 月底，会期
横跨 6 个月，陆续举办 20 余项赛事活
动。截至目前，已有近 20 万人参与了
各项比赛。大会开幕式后，将进入8月
份的“赛事月”，中国扁带公开赛、夺
标中国·软式飞镖职业精英赛、全国无
人机竞速赛、青岛 （莱西） 国际飞盘
邀请赛等将悉数亮相。大会举办期
间，还将举办一场高峰论坛和一场大
型体育装备展会。

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
中医药科学院揭牌

本报电 7 月 26 日，山东中医药
大学青岛中医药科学院揭牌仪式在青
岛举行。据悉，青岛中医药科学院落
户青岛高新区，同步打造山东中医药
大学抗病毒协同创新中心、经方研究
工程中心、脉学研究中心、外治新材
料研究中心、海洋中药研究中心和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等6大中心，努力打造
成为中医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
地、重要的科技研发基地和先进的医
疗服务基地。

（赵 伟整理）

上合示范区：

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宋晓华

日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会议指出，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旨在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拓展国际物
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旅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更
好发挥青岛在“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
合作中的作用，加强我国同上合组织国家互联互通，着力推动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自 2018 年 6 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 （简称“上合示范区”） 宣布建设以来，早已聚集总投资
约 130 亿元的已开工项目 17 个、总投资约 57 亿元拟开工项目
8个……

乘势而上，青岛这座城市抢抓国家战略，将上合示范区建设
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机遇之窗已然开启。

“万科青岛国际水彩艺术季”开启

中外画家共画水彩里的青岛之美
赵 伟

“万科青岛国际水彩艺术季”开启

中外画家共画水彩里的青岛之美
赵 伟

水彩艺术在青岛有着百年传承，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
片之一。水彩写生，也是青岛夏日的一个特殊景致。今年7月至
8月，青岛举办2019“万科青岛国际水彩艺术季”。据悉，此次
艺术季是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重要活动之一，标志着青岛国
际时尚季活动逐步拉开序幕。

此时，处于季夏时节的青岛，海风徐徐，白帆点点。青岛
城市地标之一——栈桥，手臂般伸向辽阔的海洋；山海之间的
小鱼山、八大关，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栖身于花影树荫；
飞帆渺渺的奥帆中心、国际会议中心与“五月的风”近海相
望；中国海岸线上海拔最高的山——崂山，一边碧海连天，波
涛拍岸，一边山岩耸秀，林木蓊郁……

“青岛有海、有山、有帆船、有老建筑，这些尤其适合用水
彩来表现。实际上，水彩写生也恰恰是青岛作为国内著名水彩
城市的特点。”活动组织方介绍说。

7 月 11 日，作为艺术季活动之一，“2019 尚城·国际水彩名
家作品交流展”上，来自全球各地的水彩艺术家集结于青岛，
他们将画架摆放在青岛大学路网红墙，八大关老建筑林立的风
景区，崂山的山海间，共绘青岛夏日靓影与时尚风情。

在艺术家的眼中，青岛是可移步取景的写生胜地。
澳大利亚著名水彩艺术家赫尔曼以青岛的帆船、大海为主

题，现场绘就一幅水彩画。作为青岛的“老朋友”，这已经是他

第三次来这座城市写生，除了流连于美景，他还感受到水彩在
这里所受的礼遇，“青岛是一座天生的水彩之城，在这里，很多
儿童都很有兴趣学习水彩，他们与水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美国画家丹尼尔·马歇尔虽是第一次来到青岛，却对这里赞
誉有加，他认为，青岛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城市，“水彩创作像是
一首充满诗意的让人放松的轻音乐，散发出神秘的色彩和光
影，又如经典影片中的画面，唤起怀旧的情绪。青岛这座城市
的气质，恰好与水彩的这一表现力相契合。”

与第一次来青岛的丹尼尔·马歇尔不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美术研究所教授高冬每年都会带学生来青岛写生，已经持续了
20年之久。他认为，“青岛是一个非常值得近距离观察、发现美
的城市。”

国际水彩艺术策展人、美国墨海德州立大学教授李东风表
示，“以高水平的艺术平台、学术交流带动艺术普及，应该是青
岛水彩的主要方向”。他还建议，作为中国水彩的领军城市，青
岛应该致力于把中国的艺术家推向世界，与世界艺术家融合，
共同提高。

活动期间，青岛还将以水彩艺术展示交流为载体，举办研
修沙龙、采风写生、画册及音像制品出版等多个活动，多角度
彰显“水彩青岛”特色，展现“青岛元素”的艺术气质与这座
时尚之城的多元魅力。

上合示范区外景。上合示范区外景。

上合示范区至中亚班列“青岛号”。

国际水彩画家在青岛写生。 侯昱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