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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瘦高、鼻梁高耸、黄头发蓝眼
睛的法国阿尔萨斯人David有一个接地气
的中国名字——“孔大卫”。

“我做博士后的时候研究中国近代史
课题，尤其喜欢研究孔子的文学，得到
了这个中文名字。”谈起名字的来由，孔
大卫如此介绍道。

初来青岛的前几年，孔大卫就在工
作中碰到了一个“有着浓浓海蛎子味的
青岛大嫚”。两人因工作地点相近，互生
情愫，最终恋爱、结婚了。

“我觉得，我学习了这么多年的中
文，就是为了与我的青岛家人和朋友们
相识，我爱他们。”孔大卫笑容满面地
说道。

数年前，孔大卫认识了一个同样久居青岛的德国朋
友。“他的家乡也毗邻莱茵河，跟我有着相似的文化和习
俗，我们都非常怀念家乡的味道。”孔大卫说，“大家都
知道莱茵河畔的啤酒，其实，那里的葡萄酒更是我们的
骄傲。”

为了慰藉乡愁，二人联手把“雷司令”葡萄酒引入
青岛。五年前，他们自发办起了青岛 （德国） 葡萄酒
节，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五届。“这个节会能够连续举办，
主要依靠朋友们的赞助，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会，慰藉
大家思乡之情的同时，也能把这么美味的葡萄酒介绍给
青岛人。”孔大卫表示。

工作以外，孔大卫喜欢与家人牵手用脚步丈量青岛
的大街小巷。“崂山、栈桥、石老人海水浴场、八大

关、南山市场，银沙滩……”他如数家
珍地说起了自己经常打卡的青岛“地
标”，在他的眼中，“青岛不同的季节有
不同的美，景色也会随着太阳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

跟他交谈久了，你甚至会忘记他是个
迁居青岛的外国人。流利而略带青岛口音
的中文以及对青岛的了如指掌，让他更像
是个土生土长的“青岛通”。他会告诉你
哪家“青岛甜沫”好吃，还会如此向别人
介绍青岛某家正宗的法式面包店：“这个
小店在某个小区内，那儿是单行线，停车
不方便，你可以乘坐 3 号线地铁到浮山
站，从 C口出来，拐个弯从小区后门进，

几步就到了。”
如今，孔大卫已在青岛生活20年。他会用自己炒制

的中国菜三杯鸡搭配家乡的“雷司令”葡萄酒，他评价
青岛本地人有亲切的“海蛎子味儿”，他把青岛视为第二
故乡。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
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
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
藏，说不出的诺言，深藏在心底……”中国歌手李健的
这曲《异乡人》，是孔大卫最喜欢哼唱的中文歌，在他看
来，这首歌正是他在青岛生活的真实写照。

“将来，我肯定会继续待在青岛，竭尽全力把葡萄酒
节继续办下去。因为我爱的人在这里，这是我的第二个
家。”孔大卫动情地说。

外资企业抢滩登陆

外资企业中，企业跨国发展的
“集大成者”——世界 500 强的投资
数据最有代表性。能得到它们的青
睐，是一座城市良好投资环境与投资
前景的最佳注脚。今年以来，丰益国
际、华润集团、正威国际、甲骨文公
司等1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青岛投资
设立了 15 个项目。这些项目含金量
高，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管理软件
及服务供应商，我们将与青岛合作打
造甲骨文 （青岛） 技术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这是我们在中国的重要发展布
局之一，该基地对于构建信息产业生
态链和推动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 5 月，前往青岛参加
项目签约仪式的甲骨文全球副总裁、
甲骨文大学亚太区总经理绍桑表示。
据悉，该项目将打造智慧旅游与智慧
医养产业基地、影视与创意内容数字
产业基地等数字经济产业生态链。

“俄罗斯很多企业非常看好青岛
的发展前景。1个月前，我刚刚来到
青岛，为青岛中俄经贸合作与文化
交流中心奠基，这是深化中俄双边
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下一步，我们
计划借助这一平台，把更多俄罗斯
企 业 介 绍 到 青 岛 来 ， 开 展 经 贸 合
作。”俄罗斯“一带一路”创新企业
和非原材料出口协会主席科瓦克·亚
历山大介绍说。

此前不久，世界 500强项目三菱
重工海尔空调机项目二期高落差实验
塔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三菱重工
在全球最大的中央空调研发基地；空
中客车直升机 （青岛） 有限公司在青
岛蓝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业。

与此同时，不少跨国企业正把青
岛当作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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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赛集
团中国区总裁马培元表示。

众多外资企业抢滩登陆青岛，印
证着他们对青岛投资环境与投资前景
的巨大肯定。

数据亦是有力证明。来自青岛市
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青岛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27948
个，合同外资 1219 亿美元，实际到
账外资 849亿美元。截至目前，德国
大众、空客集团、大陆集团、西门
子、永旺、住友、高盛、马士基等累
计 16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青投资设
立了309个项目。

合作共赢相互成就

外资企业选择在哪里登陆，能否
继续在所登陆的城市成长、壮大，考
量的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创新程
度、国际化程度等方方面面的实力。
诸多外资企业用良好的实际发展状况
表明，青岛不愧为外资企业成长壮大
的沃土。

“我的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是第
一家山东省韩国独资企业、第一家青
岛市外国独资企业。几十年间，依托
青岛优良的发展环境，我的公司一直
在不断发展壮大。”青岛托普顿公司
董事长林永喆介绍说，出于对青岛的
认可，他还推动成立了青岛韩国商
会，先后引荐 30 多家韩资企业落户
青岛。

来自韩国的希杰集团会长孙京植
同样对青岛有着深厚感情，他说：

“今年是希杰集团进入中国的第 25个
年头，也是我进入青岛的第 25 个年
头。我们进入中国之初，就是以青岛
和北京为中心，率先开展了食品制造
业务，后期逐渐扩大了生产食品的种
类，也开始在山东及中国其他城市拓
展业务。”

世界航运巨头丹麦马士基集团也
在青岛获得长足发展。近年来，该集
团旗下的马士基码头公司与青岛港集
团成立合资公司，在青岛港建设多用
途码头，双方还共同运营管理意大利
瓦多利古雷港集装箱码头和冷藏码
头。今年，马士基将部分自动化程度
高的设备转移到青岛，成立青岛马士
基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成为其全球
唯一的冷冻集装箱和冷机生产基地，
也是集团未来发展的重心。

外资企业自身不断壮大的同时，
也成为推动青岛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
重要力量。

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
限公司带动了青岛整个动车制造行业
的发展，企业所在街道成为远近闻名
的“动车小镇”。空中客车H135直升
机青岛总装线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这
是空中客车直升机在欧洲以外设立的
第一条 H135 直升机总装线，青岛由
此成为空客直升机在中国乃至亚洲的
中心，开启中国通航产业发展新篇
章。青岛本土企业即发集团通过与世
界 500强企业日本东丽的合作，从一
个主要依靠国内销售的民企发展成为
年出口额 3 亿美元的大型出口企业，
带动了整个纺织产业链的技术革新，
成为全国知名的纺织服装企业。其他
如友达海尔光电、大手海恩信息技

术、安普泰科电子、朗讯科技等项目
的引进，对青岛传统行业的信息化改
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际客厅”面向全球

今年以来，上合示范区、自贸区
等国家战略叠加，吸引国际企业闻

“机”而动，“投资青岛，就是投资国
家战略”的观点深得外资企业认同。

7 月底，中央深改委会议正式审
议通过上合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赋
予青岛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
平台的“国之重任”；8月底，山东自
贸试验区青岛片区挂牌。青岛站在中
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排”。数据分析
显示，落地青岛的国际企业来源日趋
多样化，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比例逐
步提高，青岛正日益成为山东面向全
国全球的“国际客厅”，成为中日、
中韩、中德、中以、中国与上合组织
国家的“国际客厅”。

资本和项目是最敏感的，只会寻
找适宜生长的土壤，要赢得发展优
势，还需要拼环境、拼服务。

青岛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审批事项最少、时限最短、服务
最优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经过
努力，青岛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优
化，多次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投资环
境“金牌城市”。这成为吸引外资的

磁石。
9 次入选“魅力中国——外籍人

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十大城市”，多
次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多次获
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越
来越国际化的投资软环境，亦为提升
青岛的国际吸引力增加了砝码。

密集的招商活动，为青岛招商引
资搭建了高层次合作平台。今年以
来，青岛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德
国、美国、英国六国举办“青岛周”
活动，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
坛大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
高端展会，掌握全球最新经济动态，
推动资本和人才加速向青岛聚集。

青岛还创新设立了遍布全球的引
资网络——青岛境外工商中心。目前
已在新加坡、韩国、德国、美国、日
本、以色列、中国香港、英国、俄罗
斯设立 9处境外工商中心，这些工商
中心对所在国家的世界 500强企业及
行业领军企业总部集中走访，促进双
向投资贸易合作，同时作为“引智”
平台，服务海外人才引进工作。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当前，青
岛设立了更为远大的目标：到 2022
年，新设立外资企业 3500 家以上，
总量超过 10000 家，新增实际外资
260 亿美元以上；新引进内资项目
10000个以上，利用内资总量突破1.2
万亿元；引进国际贸易主体数量翻一
番，达到9000家以上。

青岛入选
“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

本报电 12 月 6 日，“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
力城市”颁奖典礼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该活
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华社指导，青岛市政府支
持，腾讯公司主办。活动现场，重庆、北京、长
沙、青岛、深圳、广州、济南、成都、西安、石
家庄等 10 座城市入围“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
城市”。西海岸新区青岛金沙滩啤酒城、市南区
奥帆中心情人坝、市北区台柳路 1907 音乐街、
崂山区协信星光里、李沧区乐客城、城阳区鲁邦
风情街、即墨区即墨古城等“网红”，获得“青
岛城市夜经济地标”称号。

“青岛号”克利伯连续三站夺冠
本报电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时41分35

秒，参加 2019-2020 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
“青岛号”帆船率先冲过终点线，获得该赛事第
四赛程、南非开普敦站至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站
冠军。

至此，“青岛号”已连夺三个赛程的冠军，
在总积分榜上，“青岛号”独占鳌头，以绝对优
势力压其他11支赛队。

青岛政务网
绩效评估获全国第一

本报电 12月6日，2019数字政府服务能力
暨第十八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发布会在北京
召开。本次评估结果发布会以“打造智慧服务型
政府，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会议
围绕数字政府建设发展趋势以及数据质量管理与
评价开展交流研讨。青岛市“数字政府服务能
力”“政务 APP”两项指标获评重要城市“优
秀”档次。青岛政务网在全国330多个地级 （含
副省级） 政府网站中获第一名并获市级十大优秀
创新案例第一名。

“东方红3”完成首航返青
本报电 12月1日，“东方红3”新型深远海

综合考察实习船完成西太平洋深远海综合科考任
务，顺利返航抵达青岛奥帆中心码头。这是“东
方红3”船自10月25日在青岛正式入列后执行的
首个航次。该航次在相关断面综合性调查中积累
了大量的观测数据、样品和调查经验，为“透明
海洋”信息感知体系提供重要断面观测支撑，为
我国尽快加入国际 GO—HIP断面观测计划奠定
了基础。

青岛：打造外资“强磁场”
赵 伟

青岛：打造外资“强磁场”
赵 伟

法国阿尔萨斯人孔大卫：

青岛是我的第二故乡
吕国玮 赵 伟

作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青岛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城市基础设
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正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强磁场”。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青岛全市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37家，利用外资总量
位列全国第八位，在我国计划单列市中居第二位，仅次于深圳。

本栏目整理：赵 伟

孔大卫生活照

上图：12月5日，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湿地，成群苍鹭越
冬觅食。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中图：11月28日，青岛崂山太清宫的鸡爪槭树叶正红，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王 华摄 （人民视觉）

下图：青岛城市风光。 王 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