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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出台21条措施创新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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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青岛出台 《关
于支持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
区青岛片区创新行政审批服务的政
策措施》，从充分精准赋权、放宽市
场准入、优化再造审批流程三个层
面创新突破行政审批政策措施，21
条措施中有 16 条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占比76%。

在青岛出台的21条措施中，全
国领先的制度创新有 8 条。如行政
审批服务方面，全面推行“六个

一”（一门、一窗、一网、一链、一
号 （码）、一次） 和“五个办”（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帮办代办）；建设工程审批方面，推
行“拿地即开工”，对于已经达成投
资意向的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
部门提前介入服务，实施容缺预审
查、评估评审前置，开展模拟审
批 ； 扩 大 告 知 承 诺 制 适 用 范 围 ，
明 确 对 审 批 条 件 难 以 事 先 核 实 、
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且风
险可控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
批机关可以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
施行政审批。

另外，全国领先的事项创新有
8 条。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
资 准 入 特 别 管 理 措 施 （负 面 清
单）》（2019 年版） 基础上，青岛

围绕审批服务事项“快、少”进行
创新，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 个
工作日以内，实现全国最短；率先
在青岛自贸片区试点放宽社会团体
直接登记范围，有利于培育、引
导、扶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工作；
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重点聚
集航运物流的多式联运、跨境电商
服务贸易等领域，支持区内企业开
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逐步实现
区内综合保税区依法依规全面适用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
21条措施的创新紧扣青岛自贸

片区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无论
是制度创新还是事项创新，都紧扣
国家赋予青岛自贸片区的功能定位
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如围绕国务
院赋予青岛自贸片区的东北亚国际
航运枢纽、青岛跨境电商试验区、
整车进口口岸等功能需要赋权；围
绕青岛自贸片区的东方影都特色产
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放宽文化类市
场领域；围绕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进一步放宽相关市场主体准
入条件等。

下一步，青岛将在针对上合示
范区、高新区等重点功能区加强差
异化研究基础上，按程序进行复制
推广。 （吕国玮）

最近，青岛莱西沽河街道新落户的一家工厂车间内，
工人们忙着安装各种馅料生产设备。再有不到一个月，这
家由青岛华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工厂即将正式投
产，可为当地带来近300个工作岗位，预计每年可为街道上
交利税300余万元。

相距不远的地方，另一个项目也正在酝酿之中：沽河
街道与北大方正集团已达成投资5亿元的合作协议，准备在
此建设一处食品加工基地。

“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发挥党员带头作用，通过‘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实实在在为企业、为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青岛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沽河街道结合
自身优势，正致力于打造食品加工基地，这两个项目与沽
河街道的发展定位相契合，“在我们的牵头下，双方顺利敲
定合作，这正是我们商务工作‘惠民安商’初心的具体体
现之一。”

据悉，自今年6月全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来，青岛市商务局将活动与商务工作紧密结合，
使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惠民安商”的具体行动。

促进消费市场繁荣、保障市民“菜篮子”“肉案子”，
是青岛商务“惠民”的具体体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青岛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2430 亿元，增长 9%左
右。这一数字背后是青岛市商务局稳定“菜篮子”市场供
应的种种举措。

今年以来，青岛市商务局组织维客、利客来、家家悦
等30家大型超市与青岛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出口企业定向
洽谈对接，稳固产销合作关系；组织政府储备蔬菜投放工
作，稳定市场预期，保障节假日期间“菜篮子”市场稳定
运行；举办2019青岛城市购物节、“一带一路”进口商品展
等活动，有力拉动消费增长。

结合主题教育，为企业做好服务，彰显出青岛商务的
“安商”初心。对于跨境电商进口企业而言，如何平衡好一
般贸易与跨境电商的关系，保证国内消费者能够顺利用到
国外产品至关重要。“青岛市商务局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针对这一问题举办了专门的政策讲解
会。结合培训内容，我们扩大了跨境电商进口规模，新开
的跨境电商平台‘洋易生活’也即将上线。”青岛卓澳普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介绍说。

据悉，目前，青岛市商务局所属基层党组织均已经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们亮身份、亮
责任、亮使命、亮承诺，有力助推青岛商务工作。

青岛跻身首批国家物流枢纽
本报电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关于

做好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青岛获批成为首批 23
个国家物流枢纽之一，将依托青岛港建设生产服务型 （港口型） 国
家物流枢纽。此举将推动青岛在全国物流网络乃至世界物流体系中
发挥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这对青岛加快建设国
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构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
放新格局，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和山东自
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据悉，在首批 23 个国家物流枢纽中，东部地区 10 个，包括天
津、上海、南京、金华 （义乌）、临沂、广州、宁波—舟山、厦门、
青岛、深圳；中部地区5个，包括太原、赣州、郑州、宜昌、长沙；
西部地区 7 个，包括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西
安、兰州、乌鲁木齐；东北地区1个 （营口）。这些国家物流枢纽涵
盖陆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
口岸型等6种类型，区域、类型分布相对均衡。

中国海洋大学西海岸校区奠基
本报电 9 月 16 日，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教创新园区 （西海岸

校区） 奠基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该校区地处大珠山东侧，
规划范围北起里岛路，南至宅科路，西起山川路，东至滨海沿线海
军路，占地约 280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85万平方米，建筑容积
率约为 0.8，容纳在校生总体规模 2 万人，预计 2022 年完成一期建
设，在校生规模达到7000人。

青岛海关出台28项自贸区服务措施
本报电 9 月 11 日，青岛海关出台 5 方面 28 项措施，全力服务

山东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山东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发展海
洋经济、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

青岛海关出台5个方面措施主要包括：发挥高地引领作用，推动
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行
动；拓展港航辐射功能，助力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推动陆海统
筹发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履行海关职责，主动服
务山东经济社会发展。 （陈星华 朱光东）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刷新世界纪录
本报电 近日，“以星上海”轮完船驶离青岛港码头。此次作业

中，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创出桥吊单机作业每小时 43.8自然箱的世界
纪录。此前，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已数次创下单机作业效率世界纪
录，上次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打破单机平均效率世界纪录，达到
43.23自然箱/小时。

今年以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先后完成流程、系统和设备优化
40余项，堆场作业能力等多个作业指标得到大幅提升，为刷新桥吊
单机作业效率世界纪录奠定基础。

亚欧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
本报电 9 月 11 日，亚欧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论坛以

“坚持创新引领，开辟增长源泉”为主题，来自31个国家的近400名
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及工商界代表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贸促会、
外交部共同主办，青岛市政府、中国国际商会承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作为支持单位。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聚焦智能制造、电
子商务创新、信息技术创新合作和智慧城市等各方关切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且富有成果的讨论，丰富了亚欧会议合作内涵，为亚欧工
商界更积极参与亚欧创新发展合作提供了指引。

（除署名外均由熹 泉整理）

发展量质齐升

对青岛邮轮旅游来说，不断上扬的向好发展
不仅在于数字的攀升，更在于发展质量的提升。

“今年上半年，青岛邮轮母港排在全国第六
位，发展势头在所有邮轮母港中最为强劲。与去
年同期相比，今年的青岛邮轮母港无论始发港邮
轮还是访问港邮轮航次都增长明显，不仅首次实
现邮轮在青常态化运营，而且实现了连续三年母
港邮轮吨位品质提升。青岛的邮轮更大、更多、
更好了。”青岛邮轮母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仅在3月，青岛就迎来9个航次邮轮，平均每
3 天有一艘邮轮从青岛邮轮母港出发或靠泊，这
意味着青岛邮轮母港实现了豪华邮轮的定班、定
航、常态化运营。

3 月 25 日，有“漂浮的古罗马宫殿”之称的
“赛琳娜号”邮轮在青岛邮轮母港首发，开启从青
岛赴日本的踏春之旅。11.5 万吨的吨位，使得

“赛琳娜号”成为迄今为止青岛港运营的最大母港
邮轮。

在去年国际邮轮巨头纷纷在中国做“减法”
的市场环境下，歌诗达邮轮的这一举动备受业内
瞩目。“去年，歌诗达就将旗下的北方区核心产
品——10.3 万吨的‘幸运号’部署到青岛邮轮母
港，这是青岛港史上首次迎来超过 10 万吨的邮
轮。此次在青岛首航的‘赛琳娜号’是歌诗达在
整个中国区的核心产品，今年刚从华东市场调到
华北市场。”歌诗达邮轮山东地区销售经理王凯介
绍说。

邮轮公司调整布局，将优质大船调往青岛的
同时，在青岛开设定班邮轮实现常态化运营，是
青岛邮轮旅游业的又一重大质变。

中国首艘国内自主运营的邮轮——“中华泰
山号”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按照计划，“中
华泰山号”今年在青岛运营18个艘次，成为首艘
在青岛常态化运营的定班邮轮。“青岛邮轮旅游市
场行情很好，我们从青岛出发的航次趟趟爆满。
这坚定了我们今后长期在青岛运营的决心。”“中
华泰山号”负责人表示。

9 月 10 日，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满载
3300多名乘客前往日本长崎，度过4晚5天的海上
中秋之旅。这是国际知名邮轮公司首次在青岛、
在山东实现常态化运营。

出于对青岛市场的信心，豪华邮轮也纷纷向
青岛伸出橄榄枝。

近日，星梦邮轮旗下“探索梦号”将其北方
地区首航设在青岛，开启“青岛－下关－福冈－

青岛”航程。作为云顶集团耗资3.5亿元重装升级
的豪华邮轮，“探索梦号”船长 268米，宽 32米，
内部设施豪华舒适，使宾客尽享浪漫梦幻海上之
旅，是目前亚洲航速最快的邮轮。明年，地中海
邮轮“荣耀号”将首航中国并布局青岛。

培育后发优势

2015 年，青岛建成邮轮母港，如今刚满 4
年。4 年来，青岛邮轮母港从无到有，一批批游
客在此登船、远航；一艘艘邮轮相继起锚、靠
泊；一条条航线先后开通、运营。

不断向好发展的背后，是青岛邮轮母港培育
后发优势的主动作为。

因海而生、凭港而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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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的世界第六大港，早在 110 年前就开始接待国
际邮轮，1979年开始接待现代国际邮轮靠泊，是
国内最早接待国际邮轮的重要港口之一。由中国
国家旅游局批准，2016年青岛成为“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去年青岛荣获“最佳接待能力”
奖，服务能力得到邮轮业界普遍好评。

“在我国邮轮母港中，青岛邮轮母港是少有的
位于市中心的专业邮轮码头，区位优势突出；与
日韩海上距离最近，航距优势突出；青岛是国家
级旅游胜地，滨海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丰富，资源优势突出；3 个邮轮专用泊位，最大
的可停靠 22 万吨级超大型邮轮，6 万平方米的国
际客运中心面积设计通关能力3000-4000人次/小
时，设施优势突出；拥有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
服务优势突出。”青岛邮轮母港运营方——青岛国
际邮轮有限公司副书记、工会主席傅志斌连用五
个“突出”概括出青岛邮轮母港的优势。

青岛邮轮母港的独特优势，也获得市场认
可。自其开港以来，皇家加勒比、地中海、歌诗
达等 9 家大型国际邮轮公司纷纷进驻青岛，在此
布局多艘豪华邮轮，甚至将青岛作为开辟中国北
方市场的窗口。

“青岛是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和经济发展中
心，而青岛母港一直以来都是歌诗达邮轮在中国
市场的重要战略港口之一，也是加速北方地区邮
轮市场发展的驱动引擎。”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总
裁马睿哲表示，在前瞻性地看到青岛母港的巨大
发展潜力后，歌诗达邮轮已连续四年部署青岛母
港并在此设立办事处。

皇家加勒比游轮全球高级副总裁刘淄楠同样
对青岛邮轮旅游市场大加赞誉。他认为：“青岛本

身是旅游胜地，从青岛出发的邮轮可以做更完美
的行程规划。”

在推动邮轮产业发展方面，青岛是积极的行
动派。今年以来，青岛赴12省21市开展邮轮旅游
专题推介，累计签约旅行社2300余家；在自助通
关、雾天靠泊、一机多办、落地免签等多个项目
上，青岛邮轮母港协调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
实现所有航次安全靠离“零”投诉。

产城港相融合

“这几年，中国邮轮港建设速度加快，邮轮旅
游区域建设逐渐完善，邮轮母港对区域发展的作
用不容小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常
务副会长郑炜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岛邮
轮母港城位于青岛港大港老港区及周边区域，它
的开发建设不仅是青岛港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
也是青岛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重大部署。

实际上，青岛邮轮母港自建设伊始，就颇费
了一番心思。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城北至海泊河，
东、南至胶济铁路，西以海岸线为界，占地面积
约4.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约600万平方米。青岛
运用城市动态模拟仿真等技术，科学规划设计，
将邮轮母港城建设成为具有现代旅游、免税商
业、船舶服务、特色娱乐、餐饮购物、星级酒店
等功能的商业、旅游综合体，建设集邮轮、旅
游、金融、商贸、餐饮、物流等为一体的产、
城、港融合国际邮轮港城。

目前，总投资约 7.25亿元的青岛港总部大楼
正在建设中，计划年内实现封顶，将于 2021 年 1
月进行竣工验收。建成后，该项目将成为青岛国
际邮轮港的地标性建筑，吸引国内外航运、金融
贸易等高端产业入驻，对邮轮港城特别是启动区
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意义。

去年底，青岛出台邮轮扶持新政。《青岛市扶
持邮轮旅游发展政策实施细则》 及 《关于鼓励组
织邮轮客源的办法》 两个文件规定，扶持邮轮产
业发展。青岛邮轮母港与青岛机场集团、公交巴
士集团商洽开展海陆空交通联运合作，携手打造
海陆空联运服务链。

根据规划，青岛2020年将建成“中国北方邮
轮中心”，进而晋级为“东北亚区域性邮轮母
港”，初步建成全球一流的集国际客运中心和金融
商务、商业贸易、文化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
综合性“国际邮轮城”。

从上世纪独领风骚的邮轮停靠港，到如今意
气风发的邮轮母港，再到将来带动老城复兴的邮
轮港城，青岛邮轮母港未来可期。

青岛邮轮母港发展势头强劲
赵 伟 吕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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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产业素有“漂浮在
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之
称，对经济发展拥有 1∶10
的带动效应。近年来，凭借
地理位置和服务优势，青岛
邮轮母港跻身中国重要国际
邮轮港行列。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
月，青岛邮轮母港接待出入
境旅客5.3万人次，同比增长
53%，成为今年以来国内增幅
最高的邮轮港口。

近日，2019 德国文化周暨第九届德国商品青岛展销会在
青岛市北区德国风情街开幕。

今年的活动以“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
式、青岛中德经济发展论坛、文化活动、艺术展览、德国商品
及“一带一路”
与上合组织国家
商品展销 5 大板
块。13个精彩活
动旨在拓展、推
动国际物流、现
代贸易、双向投
资合作、商旅文
化交流等领域合
作及深入发展。

冯 浩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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