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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20 日，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由商务部和山
东省政府主办，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吸引
来自全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家世界 500 强、284
家行业领军企业，近500位跨国公司领导人参与。

此次峰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跨国公司合作
发展的共识，为青岛打造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
新的重要战略支点、打造山东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桥
头堡提供了新机遇，为山东打造国家对外开放新高地
提供了新平台，开启了中国与跨国公司互利合作的新
篇章。

打造深度交流“国际客厅”

一座城市能够承办国家层面的国际化会议，成长
为跨国公司深度交流的“国际客厅”，并非易事。

作为承担多个“国之重任”的城市，青岛资质优
异：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圆满成功举办，到上合示范
区建设总体方案获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再到山
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揭牌成立，中央赋予了青岛大
胆闯、大胆试，立足中国开放新格局、打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历史使命，为青岛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强劲的“引爆效应”。

“青岛这座深具开放基因的沿海城市，站到了中
国开放发展的最前沿，承担着打造成为长江以北地区
国家纵深开放新的重要战略支点、形成中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格局的历史机遇与国家使命。”山东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表示，目前，围绕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青岛正在发挥开放优势，
加快建设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旅
文化交流、海洋合作“五大中心”，打造山东乃至全
国、全球企业的“国际客厅”。

如今，致力于打造“国际客厅”的青岛，正进一
步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敢为人先的大动作不断：
创新性在 17 个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成立市场配置促进
处、聘请法律服务机构督促政府部门落实对企业的优
惠政策、打造协同监督机制发现整改问题、大规模选
派干部到深圳企业体悟实训。

从城市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有着开放包容城市基
因的青岛，与跨国公司素来“情投意合”。截至目
前，顶级跨国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有 160 家在青
岛投资设立了309个项目。来自青岛市商务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青岛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35家，合同外资 75.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36.9亿
美元，实际使用外资总量列计划单列市第二位。

显而易见，今天的青岛，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最
密集的城市之一。更难得的是，跨国公司在青岛呈现
一路上扬的良好发展趋势。

20多年前，庞巴迪在青岛城阳区建立了在中国的
第一个合资公司BST，也是目前中国第一个制造高铁
客车的中外合资公司。加拿大庞巴迪集团中国区董事

长张剑炜介绍说：“目前，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近800
亿元，正由‘走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即让合资
公司‘走出去’，部分产品已向市场供货，新的项目
投标也在积极筹备中。”

据悉，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永久落户青岛，
每年固定在 10 月第三个周六周日举行。可以预见，
青岛这一“国际客厅”将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目光。

收获丰硕跨国合作成果

面对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中国，跨国公司看到了
更多的“中国机遇”，主动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便车”；而中国一以贯之的开放理念，也让不远万里
而来的商界“巨头”吃下“定心丸”。由此，这场专门
为跨国公司领导人“量身定制”的国际盛会成果丰硕。

峰会上发布了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 40 年》 报
告，系统梳理了 40 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
程，全面总结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及为促进
中国经济发展所贡献的力量。轮番上演的 33 场重磅
活动更是亮点纷呈。

峰会平行论坛之一——2019福布斯中国领导力论
坛发布了 2019 福布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杰出领导人
榜单及福布斯中国年度商业人物之跨国经营商业领
袖。论坛现场，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获得2019
福布斯中国终身成就奖。

依托峰会所集聚的优势资源，山东省各市密集开
展路演推介活动，签约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在青
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主题路演暨青岛啤
酒之夜现场，青岛与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项目
集中签约，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医养健康、创投风
投、新材料等新兴领域。

来自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与中国企业百洋医药是签
约合作伙伴之一。“近几年，飞利浦在发展策略上更
加重视本地化的创新，青岛正成为国内重要的城市，
承担起很多国家战略，必将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机会与
机遇，而这正是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我们希望能与像
青岛这样的活力城市广泛合作。”飞利浦大中华区副
总裁梁建球表示。

2018年，西班牙福赛酒店集团沿着“一带一路”
来到中国并在青岛落地。福赛集团中国区总裁马培元
表示，福赛酒店集团计划将总部放在青岛，以此为基
点，在文化、旅游、体育、酒店方面与国内公司开展
合作。

中国的跨国公司更是此次峰会的受益者。“峰会
为中国跨国企业提供了主场交流的机会。”百洋医药
集团董事长付钢表示，“除了与荷兰飞利浦签约，我
们还第一次与日本伊藤忠总部高层面对面交流并确定
在更多领域进行更深、更高层次的合作。”

2019 新动能·青岛展洽会也在峰会期间同步举
办，搭建起跨国公司同中国合作的大平台，架起与山
东交流互鉴的新桥梁。据悉，展洽会参展企业 261

家，来自十余个国家的400余家投融资机构、企业进
行了600余组“一对一”洽谈。

展示开放自信中国气度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举办跨国公司领导
人峰会，聚焦跨国公司同中国合作，既是对跨国公司
发展的展望，也是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宣
示。峰会向全球传达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为
全球跨国公司创造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

日益开放的中国，让全球投资者看到了更多发展
机遇。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发
言中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将会
持续吸引更多更稳定的外商投资。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消费不
断增长支撑和刺激他们进行更多投资。”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表示，“今后，韩中两国要以中国 （山东） 自
贸区建设为契机，以‘一带一路’向东延伸以及构建
国际物流大通道等事业的合作为中心，深化合作，合
作共赢。”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柏昊天认为，
“通过这次峰会，我们感受到未来中国鼓励利用外资
的政策导向不会变，也将为跨国公司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这极大地提振了我们在中国
投资的信心。”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邓纳尔同样对中国的经济发
展环境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博世集团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和
汽车市场充满期待。

在希腊记者波洛斯看来，青岛峰会是一个“有趣
的会合点”，“全球跨国公司、知名企业到这里来呈现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价值观。通过峰会，他们可以
评估是否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峰会也是
一个让中国展现出‘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在这里很受欢
迎’的窗口。”

峰会上，不少跨国公司为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点赞”。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会长中村邦晴认为，中国
在进一步放宽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改善营商
环境等方面成效卓越，这些对开展全球业务的跨国公
司来说十分有利。

韩国希杰集团会长、韩国企业家总会会长孙京植
表示，“在中国的韩国跨国公司都深刻感受到了中国
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中国坚持推行对外开放
政策，从多个角度优化我们在华发展的营商环境，这
让韩国企业到中国发展的意愿愈加浓厚。”

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正如峰会对外传递的信息：来中国，来山东，来青
岛，共谋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主动参与到
国际贸易之中。特别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
来，中国的国际贸易量快速增长。2007 年，中
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2018年中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然而，随着贸易
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也面临
着一些挑战，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应对。

一是要继续深化国际贸易往来，深度嵌入
全球价值链网络。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一些国家通过提高关税等方式打击中国商
品出口。中国应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应对，进一
步拓展贸易网络，发展多元贸易伙伴关系。近
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贸易需求日
益增加，潜在的贸易总量不可忽视。2013 年，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推动了沿
线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贸易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下一步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
来，通过贸易促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双赢，加强“南南合作”，在持续助力中国经
济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二是要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在价
值链中位置，创造高技术就业。尽管我国已深
度参与了国际分工体系，然而从“以量为主”
到“以质取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
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国际贸易在
高端制造业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我国应高度
重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应强化
危机意识。一方面，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律的认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
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鼓励企业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塑造我
国在对外贸易中的新优势。

三是深度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全球治理。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正处于新一轮的重构期，随
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应积极参与国
际贸易规则变革，承担大国责任，履行大国义
务。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和接纳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贸易体系，致力于推动
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把我国对于
贸易在经济发展、就业稳定方面的利益诉求与
国际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争取把我国不断提高
的综合国力逐步转化为在规则制定中更加有力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努力构建公平的规则环境。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品展举行
本报电 17日，由青岛市政府、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

合会、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的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
品展在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开幕。展会共
邀请来自24个国家37个友好城市、省州和协会的90余家企
业、机构参加。据悉，青岛国际友好城市商品展是青岛国
际友城工作40周年系列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青岛国际友
好城市共植国际友谊林”、“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青岛
国际友好城市40年图片展”、国际友好城市市长对话会、友
城网球赛等活动也相继在青岛举行。

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获批
本报电 近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青岛出口加

工区整合优化为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为 1.58
平方公里。这是青岛市第2个、山东省第8个获批的综合保
税区，将有利于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对区域经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前身是 2003 年 3 月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的青岛出口加工区，2003年 12月通过国家 8部委
联合验收，2004年8月正式封关运作。（闵雪莲 郑 敏）

青岛发布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本报电 近 日 ，《青 岛 市 5G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19-2022年） 发布。据悉，到2020年，青岛市将建成5G
基站 1.3 万个，实现城区重点区域 5G 信号连续覆盖。到
2022年，青岛市将建成5G基站3万个，实现重点城镇5G全
覆盖。未来，青岛将攻坚“网用产研”四大目标、十大工
程，聚力构建全国领先兼具青岛特色的“5G+”融合创新
生态圈，打造针对各类业务场景的差异化定制网络与智能
服务能力。

2019世界休闲体育大会闭幕
本报电 近日，2019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在青岛闭幕。

本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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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休闲体育大会赛
事历时 6 个月，举办 1000 多场次竞技与休闲赛事，吸引了
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运动
员和7万多名休闲运动爱好者。

清华校友助力青岛
高质量发展论坛将于28日举行
本报电 28 日，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大会——清华校友助力青岛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项目对接会
将在青岛举办。大会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思维，立足青
岛、面向世界，以“聚智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大
会期间将举行主论坛和智能制造、AI 大数据两个平行论
坛、清华“三创”项目路演、清华系企业项目对接洽谈等。

（除署名外均由吕国玮整理）

本报电 21 日，青岛海关发布消
息称，该关近日出台 5 方面 17 项措
施，服务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建设，支持打造“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形成东西双向
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在深化制度创新、支持打造对外
开放新平台方面，青岛海关将在上合
示范区打造嵌入式管理、触发式监
管、泛在式服务的海关管理新机制

“样板田”，支持申建上合示范区综合
保税区。在区内率先实施“新海关
2020” 等 一 系 列 改 革 ， 推 行 主 动 披
露、容错机制等创新措施。全面实施

“关税保证保险”、集团财务公司、企
业增信担保等多元化担保。允许企业
综合运用保证金、金融保函、承诺保
证书等多种形式开展减免税设备的抵
押融资。

在实施流程再造、助推国际物流
互联互通方面，青岛海关将支持上合
示范区打造海陆空铁邮物流枢纽，助

推中韩陆海联运整车运输，畅通“中
韩海上高速公路”，支持打造跨境空
港货栈；全面推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优化多式
联运海关监管模式，便利国际中转集
拼，支持建设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
库，支持建立“一单制”为核心的多
式联运服务体系，实现港口与多式联
运中心“港站一体化”，支持开通与
其他口岸和物流节点的铁路班列，助
力“齐鲁号”欧亚班列发展，打造上
合组织国家物流出海大通道；探索
发 展 “跨境电商+新零售”，支持设
立免税店和物流分拨配送中心，吸引
消费回流，扩大内需和上合组织国家
商品交流。

在发挥职能优势、助力构建现代
贸易示范区方面，青岛海关将支持建
设上合组织国家供应链管理中心，助
力发展转口贸易、跨境服务贸易，支
持打造服务贸易产业集聚中心，叠加
保税、减免税等各类政策，开展研

发、会展、影视、培训等业务；支持
进境粮食、冰鲜水产品、肉类、水果
等指定监管场所申建，探索开通鲜活
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降低
进出口食品农产品查验和抽检率，助
力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食品农产品集散
中心。

在主动融入作为、积极推动新兴
产业发展方面，青岛海关将支持上合
示范区跨境生物医药研发，优化生物
医药全球协同研发试验用特殊物品的
审批和检疫查验流程，对低风险入境
特殊物品允许一次审批，多次核销，
探索开展跨境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保税
监管试点，对研发材料、设备进口给
予保税优惠，支持保税状态下的试
剂、样品、材料进行全程试验研发作
业；推动开展飞机、船舶、高端设备
等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融资租赁企业
海关注册登记手续便利，鼓励企业以
融资租赁出口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简
化艺术品审批及监管手续，支持设立

文化艺术品保税仓库，开展文化艺术
品展示交易；对涉及中国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的进口汽车零部件产品，直
接采信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或市
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一般不
再实施抽查检测。

在优化服务机制、协同创建交流
发展新载体方面，青岛海关将深化
与上合组织国家海关合作，定期开
展贸易、物流等专项分析，加快推
动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 互认合
作和电子证书国际联网，建立通关
事务救助机制；持续开展对上合组
织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有效
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和实施动
植 物 卫 生 检 疫 措 施 协 议 工 作 机 制 ，
提 升 企 业 国 际 市 场 影 响 力 和 竞 争
力；协同构建中国-上合组织公共检
测交流服务平台，在检测标准和检
测方法方面加强合作研究，探索上
合国家间“检测前置、结果互认”。

（王玉军 丁 矛）

支持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青岛海关出台5方面17项措施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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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来山东，来青岛

跨跨国合作国合作 共谋发展共谋发展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侧记侧记

赵 伟 吕国玮

1010月月1818日青岛浮山湾举行的焰火表演日青岛浮山湾举行的焰火表演 王海滨王海滨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叶叶 楠楠摄摄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