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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8 月 17 日，2019 青岛
城市购物节举行启动仪式。本届购
物节将一直持续到 11月 24日，为期
100 天，期间将举行 100 场促消活
动，吸引 50 余家商贸企业参与打折
促销。

本 届 购 物 节 由 青 岛 市 政 府 主
办，青岛市商务局、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承办，围绕打造“青岛购
物”品牌，突出“时尚购物·潮聚青
岛”活动主线，打造体验消费、海
鲜美食、店庆日、夜经济、文化旅
游、展会展销等系列主题活动。

形式多样的珠宝促销活动，与
北京服装学院合作举办露天时尚秀
以及秋冬季新品走秀，举办音乐烧
烤美食节、中韩啤酒炸鸡节……丰
富多彩的城市购物节活动在青岛各
商场陆续开展，吸引不少市民及游

客参与其中。
来青岛旅游的浙江游客路女士

收获颇丰，不仅给自己购买了当季
打折服饰，还为家人采购了海参、
鲍鱼、崂山茶等青岛特产：“来青岛
旅游正赶上购物节，不仅欣赏了美
景，还买了一堆打折促销的青岛特
产，真是太开心了。”

“中日韩泰国际美食文化嘉年
华”是青岛城市购物节的特色品
牌，活动期间将选拔中国、日本、
韩国、泰国的顶级厨师参赛，以产
自青岛的海鲜为主材，四国选手亮
出各自绝活，从色香味形意等多个
方 面 ， 现 场 烹 制 出 极 具 中 、 日 、
韩、泰四国饮食文化特色的海鲜菜
肴。目前该活动已成功举办六届，
传播了不同国家海鲜美食特色，促
进了中日韩泰民间餐饮文化交流。

今年购物节期间，青岛还将举
办中华厨艺绝技绝活表演等活动，
推介“大众最喜欢的 20 道青岛菜”，
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世界美食
文化。“2019青岛中华老字号企业商
品展”“青岛特色小吃美食展”等展
会活动也将在购物节期间依次上
演，为市民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夜经济”是今年购物节的新元
素。与往年购物节不同，本届购物
节在夜间开幕，以此带动提升夜间
消费和夜经济增长。

为促进“夜经济”发展，本届
购物节将在市南区奥帆中心情人坝
休闲风情街、中山路劈柴院，市北
区台东商业步行街、登州路啤酒
街、台柳路 1907 音乐街区，李沧区
乐客城酒吧街，崂山区星光里时尚
休闲街区，城阳区音乐酒吧特色街

区，西海岸新区红树林度假世界酒
吧街区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
活动。同时，青岛商业街区的各商
场、超市及餐饮休闲店铺都将延长
营业时间，满足消费者的夜间消费
需求。

购物节期间，青岛市商务局还
将组织网上海尔商城、海信商城、
利群商城、利客来商城、苏宁易
购、速普商城、口碑等本土及全国
知名电商交易平台，围绕青岛名牌
推出家电、百货、美食等系列优惠
促销活动。

据悉，青岛城市购物节已连续
举办 10 届，经过 10 年精心培育打
造，影响力逐步增强，如今已成为
促进青岛商业繁荣、满足市民消费
升级需求的重要节庆活动。

（宋晓华）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0月召开
本报电 8 月 21 日上午，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就跨国

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山东省副省长任爱荣出席发布会。据发布会消息，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10月19日至20日在青岛举办。

本届峰会定位于坚持国际思维、开放理念，立足山东、服
务全国、面向世界，以打造“国际化、机制化、品牌化”永久
性国际论坛为目标，专注于传播跨国公司声音、分享跨国公司
经验、搭建链接跨国公司资源的高端平台。峰会主要内容包
括开幕式、闭门会议、平行论坛、跨国公司路演、主宾省

（市） 活动、产业路演、城市路演、配套展洽会等，拟发布《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宣言》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40年报告》。
峰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2019新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

上半年青岛对外承包工程同比增长7.6%
本报电 据青岛市商务局统计，上半年，青岛对外承包工

程企业新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24 个，完成营业额 21.02 亿美
元，同比增长7.6%。

其中，青岛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
承揽项目10个，合同额25.56亿美元；在上合组织国家新承揽项
目3个，合同额19.9亿美元。此外，青岛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新增
马尔代夫、圭亚那2个业务对象国。

上半年近4206万人次来青岛旅游
本报电 日前，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

年青岛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现营业收入 17.8亿元，同比增长
8.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高达219%；接待游客4205.73
万人次，同比增长7.13%，实现旅游总收入775.76亿元，同比增
长13.06%。

据介绍，今年以来青岛积极推进国际时尚城建设，推出
“海上看青岛”品牌，海上休闲游、帆都海之旅、夜游三湾、夜
游浮山湾等 4条航线持续发力；发起邮轮营销会战，赴 12省 21
市开展邮轮旅游专题推介，累计签约旅行社2300余家，组织接
待邮轮20个航次，游客4.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倍。

2019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将在青举行
本报电 日前，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世界旅游小姐年度

冠军总决赛组委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19世界旅游
小姐全球总决赛将于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青岛举行。

届时，将有包括美国、法国、巴西、委内瑞拉以及“一带
一路”沿线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手齐
聚青岛，参加“城市快闪”“青岛欢迎您”“让世界看青岛”等
10个板块的主题活动。

据了解， 2019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落户青岛，将助推
青岛对标国际知名时尚城市，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时尚旅游目的
地城市。

西海岸新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运营
本报电 日前，青岛西海岸新区保税物流中心 （B型） 正式

封关运营，成为山东省内唯一以跨境电商产业为特色的保税物
流中心，也是青岛市目前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

据介绍，保税物流中心 （B型），是指经海关批准，由中国
境内一家企业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
海关集中监管场所。

该中心集保税物流仓储、跨境电商、国际快件于一体，致
力于中日韩跨境电商物流分拨中心和东北亚国际寄递物流枢纽
的打造，拟将中心建设成为立足山东，面向东北亚的中国北方
最大综合性口岸。

“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青岛落幕
本报电 8 月 16 日，由青岛市政府、世界青少年足球联合

会主办的 2019“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在青岛白沙湾
足球基地落幕，比赛决出了15个组别的冠军。

这是“哥德杯中国”足球赛连续第二年在青岛举办。据
悉，明年起这项赛事将在维持现有规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
量，邀请更多国内外知名足球俱乐部的精英梯队参赛。

艺象青岛·第二届中日韩艺术邀请展开幕
本报电 8 月 17 日，“艺象青岛·第二届中日韩艺术邀请

展”在青岛开幕。该展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办。这是继2014年“艺象青岛·中日韩雕
塑展”之后，三国艺术家再度聚首青岛进行联展。此次艺术节
活动的主旨是促进中日韩文化艺术交流，助力青岛国际时尚城
建设。展览将至9月15日结束，期间免费对外开放。

青岛实现国内首次狼鳗人工繁育
本报电 日前，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与青岛、烟台等地院

所和企业合作研究的“狼鳗人工繁育技术”通过专家现场验
收，这标志着国内狼鳗人工繁育实践在青岛取得了首次成功。

狼鳗是一种肉食性深海鱼类，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有很高
的食用价值。据悉，黄海所历时10年攻克亲体生殖调控、交配
产卵、受精卵孵化和苗种培育等技术难关，掌握了狼鳗人工繁
育技术，为我国狼鳗新品种养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吕国玮整理）

扬帆浮山湾畔

从青岛自主品牌传统赛事“市长杯”国际帆船
赛、青岛国际帆船赛、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暨帆船
赛，到各具特色的国际名校帆船赛、“上山下海”企
业帆船联赛、遥控帆船大奖赛、山东省休闲皮划艇
大赛，随着比赛在青岛浮山湾畔的陆续开展，一艘
艘白色风帆行驶在蓝色海域中，形成一道亮丽的城
市风景线。

节会期间，来自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嘉宾齐聚青岛，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的运动员以帆船为媒，深化友谊。

在这些赛事中，集聚世界顶级名校“学霸”的
2019国际名校帆船赛格外引人关注。就读于英国牛
津大学的詹姆斯已是第二次来到青岛参加比赛，“我
觉得青岛的帆船文化非常深厚，很多人从小学就开
始接触帆船运动。今年的比赛有趣且激烈，我们遇
到了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并且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对
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的同学非常羡慕我能够
来这里比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船员们在赛后表示，“这
次能够来青岛比赛，大家都感到很开心。同伴们在
比赛中一起学习、彼此协作克服困难，通过比赛磨
合得越来越好，竞技状态也越来越好，最终取得了
好成绩。”

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史蒂夫也为青岛“点赞”
道：“我喜欢这个城市，这里有美丽的海滨和帆船，
城市建设非常现代化。我已连续四年参加‘市长
杯’国际帆船赛，可以说，每一场比赛的组织都非
常完美。”

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厦门大学、莫那什大学、
剑桥大学船队包揽了2019青岛国际名校帆船赛前三
甲；上海诺莱仕帆船队、青岛科技大学亚琛国际体
育、利星行 （苏州） 奔驰分获 2019 青岛“市长杯”
国际帆船赛冠、亚、季军。

参赛选手对青岛大加赞誉，国际顶级航海赛事
组织方也对青岛十分肯定。

世界著名环球航海赛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与青
岛的合作关系长达十六年，赛事创始人罗宾曾直
言：“青岛已经是克利伯的第二个故乡，如果能在英
国本土之外再找一个母港，我一定会选择青岛。”在
他看来，“帆船之都”大大提升了青岛的全球知名度
和美誉度，为青岛的国际城市形象深深铸入“帆
船”烙印。

“现在，世界顶级帆船赛事只要来亚洲，都选择
青岛作为停留地或者举办地。”青岛市体育局负责人

介绍说，作为全国首个奥帆城市，“帆船之都”的城
市品牌已成为青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片。时下，
青岛已成为亚洲举办国际帆船赛事最多的城市。

激活海洋文化

今年已是青岛第十一次举办帆船周·海洋节。业
内认为，这一节会在青岛能够持续举办并不断提升
参与度，原因在于这座城市深厚的海洋文化积淀。

每年帆船周·海洋节，到海边看帆船、看海上和
陆上巡游嘉年华已经成为青岛市民和游客们的一种
习惯。海面上海风习习，天高云淡，蓝天碧海间点
缀着朵朵白帆；陆地上，由参赛船员、市民代表、
青岛吉祥物“青青侠”人偶等组成的游行队伍随音
乐有序前行。

壮观的巡游队伍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在沿海
一线观看。奥帆中心岸边，第一次来到海边的淄博
人张挺用“壮观、激动、震撼”来形容他的感受，
他表示，“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国外的海滨城市有这
么多帆船，没想到来青岛能看到这么壮观的帆船巡
游，这次旅游真是没白来。”

节会期间，青岛在奥帆中心举办了数个以“海
洋”为主题的时尚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
场精彩绝伦的帆海盛宴：“帆船之都 牵手冬奥”迎
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图片展、青岛百年老建筑展暨
青岛精品文创展、白色浪潮电子音乐节等一系列好
玩、好看的文体活动，让奥帆中心成为时尚打卡
地；“欢迎来航海”全民帆船体验、海上夜航看青
岛、奥帆啤酒花园米其林精品美食展则为游客提供
了体验机会。

“这次节会让我接触到帆船这项有趣的运动。奥
帆中心八角广场的‘百年老建筑，一栋一故事’特
色主题展，将青岛 100 栋老建筑以微缩景观的方式
呈现，尤其适合我们这样的外地人了解青岛当地文
化。”湖南游客刘斐表示。

节会期间，首届亚太休闲船艇峰会在青岛召
开，来自中国各沿海城市的业内人士以及海外嘉宾
共 80 余人达成“青岛共识”，峰会决定启动中国休
闲船艇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确定国内第一个 《中国
海洋经济领域休闲船艇企业主体信用评价规范》 起
草工作正式开始。

此外，峰会还确定成立中国休闲船艇交易中
心，将在青岛打造全国首家休闲船艇 （含二手船
艇） 销售及售后服务中心。

业内专家认为，作为青岛海洋城市文化的集大
成者，帆船周·海洋节有效激活了青岛海洋文化，助
推这座沿海城市崛起。

深挖海洋潜力

天然滨海的青岛，拥有 870 公里蜿蜒曲折的海
岸线，“山”“海”“城”相依。

依托国际海洋经济发展趋势和海洋强国战略，
“依海而生”的青岛，2018 年发布 《青岛市实施国
际城市战略综合发展愿景报告》：2020 年至 2035 年
逐步实现建成国际海洋名城的基本目标；2035年至
本世纪中叶 （2050 年），建成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
雄厚、城市文化软实力突出，具有较强世界影响力
的创新型国际海洋名城。今年，青岛提出建设开
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大力推动海
洋经济发展。

据青岛市统计部门初步核算，去年青岛海洋生
产总值 3327 亿元，同比增长 15.6%，占 GDP 比重
27.7%。作为极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帆船
产业也在为青岛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目前，青岛已有
20多家帆船游艇制造企业，“青岛造”帆船远销海外。

目前，地处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海洋活力
区，正以建设“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现代化新型中
央活力区”为目标，重点打造海洋创新发展智慧领
航区、国际经贸合作机构总部集聚区、东北亚航运
中心商务核心区、区域金融贸易创新示范区、现代
滨海都市活力时尚之心。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表示，地处青岛西海
岸新区的青岛海洋活力区从开发理念到建设都注重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比较符合全球当前关注的
话题，有可能成为青岛面对世界的一张名片。

在青岛即墨区，经过多年培育，蓝色硅谷已成
为一座拔地而起的海洋科技新城：位于此地的国家
深海基地是“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家；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有全球海洋科技领
域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深远海科学考察船共享
平台、海洋药物筛选与评价等大型设施平台；国家
海洋设备质检中心填补了我国在海洋水下检验检测
的空白，是一个制定中国标准，甚至是世界标准的
地方……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青岛港已与
马士基、迪拜环球等 20 多家知名企业实现资本合
作；与世界前20大船公司实现业务合作；与全球22
个港口建立友好港关系；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是
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码头，目前平均单
机装卸效率稳定在36.1自然箱/时，创造世界纪录。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依海而强的青岛，正在
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挖掘海洋经济潜力，这座国际
海洋名城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可见。

2019青岛城市购物节启幕2019青岛城市购物节启幕

青岛举行国际帆船周·国际海洋节

“帆船之都”再扬帆
赵 伟

8月8日至18日，青岛
浮山湾畔白帆点点，一年
一度的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 （以下简称

“帆船周·海洋节”） 引来
全球瞩目。各项赛事和文
化活动为市民与来青游客
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
帆海盛宴，向世界展现青
岛“帆船之都”的魅力。

本版图片均为“帆船周·海洋节”现场照片。 吕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