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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出口对于因贸而兴的青岛而言，作用尤为关
键。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青岛外贸
进出口总值 379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4.6%，
增速在中国 5 个计划单列市中排名第一，比同期
全国进出口总体增速高11个百分点，比山东省进
出口增速高 6.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8.9%，
比全国高出2.8个百分点。

青岛外贸能够逆势增长，靠的是质量型生
长以及由此不断增强的内生力。数据显示，今年
前8个月，青岛加工贸易进出口768.3亿元，增幅
仅为 1.2%，占比从历史高峰时期的七成左右一步
步下滑至 20.3%。与此同时，更能代表“青岛制
造”国际竞争力与青岛贸易结构优化的一般贸易
表现不俗。前8个月，青岛一般贸易进出口2330.6
亿 元 ， 增 速 高 达 11.5% ， 占 同 期 全 市 比 重 达
61.5%。“一减一增”之间，反映的是青岛外贸结
构的不断优化，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青岛
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青岛外贸结构的优化还表现在贸易主体结构

的优化上。如今，青岛外贸打破外商投资企业为
主的局面，民营企业崭露头角，成为青岛外贸主
力军。今年以来，青岛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的活
力持续释放，表现抢眼。前 8 个月，青岛民营企
业进出口2238.9亿元，同比增长23.8%，高于整体
增速9.2个百分点，占比进一步提高到59.1%。

对外贸企业来说，提升跨境资源配置能力至
关重要。今年以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青
岛片区等国家战略在青岛叠加，为青岛在更高层
次、更高水平上配置资源提供了新机遇。

目前，青岛片区利用自贸试验区政策利好，
将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业务扩展至全部海关特殊监
管场所。自挂牌以来，一批全国率先的试点工作
在青岛片区陆续实施。未来一年内，青岛片区还
将全面拓展保税文化艺术品的仓储、展示、交易
等业务，设立橡胶、棉花等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
易市场，进一步扩大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范围等。
这些试点工作的开展，将给青岛外贸注入发展新
动能。

10月8日，国务院公布同意《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的批
复。目前，235家贸易企业在该示范区集聚，实现
进出口 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发展势头令
人惊喜。

着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青岛外贸企业
健康成长提供政策支持。今年以来，青岛开展国
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增强贸易集聚辐
射能力：积极落实调整增值税税率政策，降税仅
百日，1.3万家自青岛海关申报进口的企业就减免
进口环节税款高达59亿元，让外贸企业享受到真
金白银的实惠；9 月 11 日，青岛海关围绕“发挥
高地引领作用，推动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等五
个方面，出台28项服务措施，给外贸发展带来重
大政策利好；近日，青岛海事局出台10项服务举
措，基本涵盖海事监管服务各个领域，全力支持
青岛投资贸易便利，完善金融服务，提高监管效
能；青岛港接连推出的外贸集装箱业务“四承
诺”“八保障”、全程物流“服务十条”等，给外
贸企业带来实惠。 （赵 伟）

最 近 ， 获 得 共 和 国 勋 章 后 的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坦言，仍需
“继续努力”，攻克杂交水稻的两个
难题。其中一个难题，便是海水稻
研究。

由袁隆平挂帅的海水稻研发中
心，就坐落在青岛。历经数年耕
耘，“名动天下”的海水稻成为青岛
乃至中国一张享誉全球的新名片。
海水稻亩产节节攀高的同时，青岛
海水稻研发中心还在国内建起多个
种植实验基地。去年，青岛海水稻
更是走出国门，让阿联酋迪拜寸草
不生的沙漠产出稻米。

盐碱地里飘稻香

桃源河，是青岛城阳上马街道
的一条外流河，河水含盐量达 3‰。
几十年前，河岸两侧也曾有过“稻
香十里，蛙声一片”的景象。上世
纪 60 年代，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河
水漫堤，海水倒灌，万亩良田变成
盐碱地，自此荒芜。时隔半个多世
纪，去年，这片“农业荒漠”变身

“青岛城阳上马稻作改良示范基地”。
春华秋实。9月底以来，这片曾

经的盐碱地上，新一季海水稻在秋
风中扬起一穗穗稻谷，迎来又一收
割季。根据规划，未来，该基地的
范围将超过一万亩，城阳桃源河两
岸将建起青岛“十里桃源、万亩稻
香”的田园综合体。

“盐碱地里普通作物很难生长，
但海水稻是个例外。”说起海水稻，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任李继明
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他说“海
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比起普
通水稻，它具有耐盐碱能力强的优
势。目前，青岛研发的海水稻可在
含盐度6‰的盐碱地中长出稻米。海
水稻稻米并不咸，口感也不错。因
为其所生长的滩涂地和盐碱地中微
量元素含量比大田丰富。”

据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统计，
中国有十几亿亩盐碱地是不毛之
地，其中有将近两亿亩可以种水
稻。按照袁隆平的计划，研发中心
将在十年之内发展耐盐碱水稻一亿
亩，每亩按最低产量 300 公斤计算，
每年可以产 300 亿公斤粮食，养活
8000万人口。

这 一 计 划 正 在 一 步 步 变 为 现
实：2017 年，青岛研发的首批耐盐
碱水稻测产均超过 400 公斤，2018
年，青岛海水稻实际种植产量超260
公斤。与此同时，水稻试验田面积
也在逐年成倍扩大。青岛去年在全
国五大类型盐碱地，国内外7个特征
地域建立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平台
并进行海水稻试种。今年，青岛的
海水稻试验基地增加到了9个，覆盖
新疆、黑龙江、浙江、山东、陕
西、河南等省区，规划示范种植面
积近两万亩。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采
用杂交稻的技术来做海水稻。若试
验成功，明年直接可以拿到区域试
验里去了。此外，我们今年有160多
个杂交海水稻，明年计划扩大到几

百个。”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耐逆项
目负责人殷会德介绍说。

海水稻有“青岛根”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核心实
验基地，坐落在胶州湾畔的白泥地
公园。隔着稻田望去，那栋在一片
金黄中耸立的灰白色建筑便是研发
中心办公楼。

将研发总部设在青岛，是袁隆
平多方考量后的决定。

实际上，袁隆平与青岛之间的
“稻米缘”可以追溯到2012年。这一
年，他在青岛成立了致力于海水稻
研发的生物技术公司，从最核心的
选育工作开始，一步步建立耐盐碱
水稻种质资源库，利用杂交水稻技
术等技术手段，筛选了一批具有较
高耐盐碱特性的水稻品系。

“青岛各项各业科技人员多，水
平高。” 袁隆平表示，青岛海水稻
研发起步早，经过数年发展，积累
了相当的人才资源和技术经验。其
次，因为青岛“在海边”——青岛
沿海有 50 万亩盐碱地，它们是海水
稻培育、试种不可或缺的试验田。

2016 年，国内首个海水稻研究

发展中心——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落成，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耐盐碱水
稻研究顶尖人才集结于此，给海水
稻的研发进程注入了加速剂。自研
发中心建立之初，袁隆平就明确了
目标：“ （青岛） 原来搞的海水稻是
常规稻，产量上不去。我们搞的是
海水杂交稻，产量会上去的，（打
算） 3 年拿出一个抗海水浓度 6‰
的 ， 亩 产 在 300 公 斤 以 上 的 （品
种）。”在他看来，“青岛成立海水稻
研发中心，独具慧眼。”

如今，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刚
满3岁，已是成绩斐然：3年中，该
研发中心取得123项发明专利；建成
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青岛海水
稻实验基地、青岛盐碱地稻作改良
实验基地、三亚南繁育种基地、全
国 23 个区试实验基地、6 个国内示
范基地和1个国际示范基地，在建一
个海水稻盐碱地改良研究推广中
心；建立耐盐碱水稻种质资源库、
水稻耐盐碱评价标准、国内唯一的
国家耐盐碱水稻区试联合体；与相
关机构、组织等合作，组建海水稻
产业联盟、成立“海水稻智慧农业
认证联盟”；与华为共建智慧农业暨
土地数字化全球联合创新中心，共

同开发智能农业领域的行业人工智
能芯片及其应用解决方案——“九
天芯”……

未来，扎根青岛的海水稻，前
景可期。

中国农业新名片

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亿亩
荒滩变粮仓，一直是袁隆平的一大
期待，他希望能在 2028 年达成海水
稻推广种植一亿亩的“小目标”。实
际上，海水稻推广，不仅在国内紧
锣密鼓地进行着，还走出国门，成
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明星
农业项目。

去年1月，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收到一份来自海外的邀请函——阿
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本·拉
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亲自打来电话，
邀请团队前往迪拜的热带沙漠中种
植水稻。

迪拜沙漠地处赤道附近，存在
诸多不利于水稻生长的因素，其中
包括极端昼夜温差、地下水高盐
度、低湿度、缺乏淡水、沙尘暴、
缺乏土壤团粒结构、缺乏种质资源
等。据项目工作人员介绍，迪拜最
热的时候，“鸡蛋放在地上 3分钟就
能熟”。之前，在此进行水稻试种的
多国专家无一成功。

最终，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凭
借成熟技术理论和丰富经验，一鸣
惊人：团队不仅选育出了与当地自
然条件相适应、亩产量达500公斤的
水稻品种，还独创了沙漠盐碱地改
良技术。穆罕默德十分珍视这来之
不易的稻米，他将收获的海水稻加
工制成精美的沙漠海水稻纪念品，
作为“国礼”，赠送给尊贵客人。

对于袁隆平团队的实验成果，
英国 《每日电讯报》 曾发表文章
称，在迪拜郊外的广袤沙漠中，中
国科学家利用稀释的海水，在沙地
中成功种植出了耐旱的水稻。在眺
望这片稻田的同时，这些科学家也
意识到，一场长达 40 年的奋斗终于
在此“开花结果”了。

远行至迪拜后不久，海水稻的
米香也飘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
非洲。

去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开
启了“水稻技术推广及农业产业园
建设”非洲推广项目。项目开启后
不久，非洲塞拉利昂共和国多次派
专员前往青岛接洽，签订水稻种植
项目合作意向书；刚果 （布） 也紧
随其后，与青岛共同制定 10 亿美元
海水稻种植计划；科威特则邀请青
岛海水稻研究团队在该国进行产业
化推广。

目前，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正
在与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埃
及等国家开展合作，在“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推广耐盐碱水
稻技术。随着国际项目的接踵而
至，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计划在中
东、非洲、东南亚设立相应海水稻
国际联合推广中心，打造中国农业

“一带一路”新名片。

本报电 9 月 25 日，青岛中港仓储有限公司和青
岛万嘉集运物流有限公司的2票非保税食品、日化品成
功通过非申报通道进入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标志着仓
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政策在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式落地实施。

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政策，是指允许非保税
货物以非报关方式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保税货
物集拼、分拨后，实际离境出口或出区返回境内。该
政策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通过企业仓储管理系统
与海关系统联网实现海关对商品库存数量、库位等信
息的实时查询，可以极大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降低物
流成本。

“这是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施的一项
海关创新监管政策。”青岛海关隶属黄岛海关企业管理
处特殊区域业务科工作人员介绍，为支持山东自贸试
验区建设，青岛海关出台了 5 方面 28 项措施，助推自
贸试验区政策尽快落地并为企业带来实际效益。其
中，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桥梁作
用，进一步盘活区内仓储资源，对企业在自贸试验区
内开展仓储、物流作业带来重大利好。

客户订单往往是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搭配在一
起，但此前因为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分别在不同仓
库存储，导致物流成本过高、物流效率偏低。实施仓
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后，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可
以放在同一个仓库进行监管，企业经营更加灵活，企
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据青岛万嘉集运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晖测算，这一政策预计每年可为客户
节省约 20 万元的物流成本，仓库库容率预计可提升
30%以上。 （张雨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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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外贸1-8月同比增长14.6%
增速在中国5个计划单列市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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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水水稻稻
植根植根青岛青岛 香飘海外香飘海外

赵 伟 吕国玮

◀ 青岛海水稻产品
“袁米” 资料图片

▼ 袁隆平在青岛查
看海水稻长势。

杜德乐摄

▲ 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在迪拜沙漠
中种出水稻。

杜德乐摄

▶ 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用于展示的
海水稻稻米。

赵 伟摄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0月19日开幕
本报电 10月11日，青岛举行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第二次

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该峰会将于 10 月 19 日开幕。本届峰会以
“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把握“专注跨国公司议题、传播跨国公
司声音、分享跨国公司经验、链接跨国公司资源”的定位，组织了
33场活动，其中主体活动4场，分项活动29场。峰会还将发布委托
商务部研究院编制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 （赵 伟）

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品展10月17日开幕
本报电 10月17日至20日，在青岛开展友城工作40周年之际，

青岛将举办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品展。展会特邀青岛的友好城市、
意向结好城市以及山东省友好省州的政府和企业参加，以“走近市
民的异国文化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惠民商品展、永不落幕的友城
品牌展”为主题，将展示来自五大洲34座城市的商品。（赵 伟）

海尔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在青岛召开

比赛现场 资料图片

本报电 10 月 10 日，由国际摩托艇联合会主办的青岛蓝谷
UIM—海尔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在青岛市即墨区蓝谷滨海公园开
赛，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顶级选手参赛。本站锦标赛主要有三大
类：坐式竞速赛、立式女子和男子竞速赛以及花式表演赛。

据悉，作为国际A类赛事，UIM-ABP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是旨
在推广水上摩托竞技的最受欢迎、最负盛名的国际巡回赛事，也是
最极速、最壮观、最严苛和最具娱乐性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青岛
站的赛事为该赛事今年的第三站。 （赵 伟）

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三大中心开工
本报电 10月10日，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首

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及自贸大厦启用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
行，总投资30亿元的中日生命健康中心、青岛港贸中心、九鼎峰贸
易大厦三大中心集中开工。自贸大厦正式启用，拉开了山东自贸区
青岛片区全面建设的崭新序幕，标志着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驶入开
发建设快车道。 （李 杰）

J80级别亚洲帆船锦标赛青岛举办
本报电 10月11日，“洲际船务”杯第二届J80级别亚洲帆船锦

标赛在青岛开幕。该赛事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亚洲J80帆船级
别协会、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节庆） 活动组委会、青岛市体
育局主办，来自亚洲、大洋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近20支帆船队伍、百余名运动员参赛。

自今年开始，该赛事将连续三年在青岛举办。这是青岛继举办
克利伯帆船赛、沃尔沃帆船赛、极限40帆船赛、世界杯帆船赛等国
际帆船赛事之后，新增的一项国际级别帆船赛事。 （尚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