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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个月青岛市外贸进出口增长10.5%

本报电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青岛市累计进出口
5302.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增速比全国高 8.1个百
分点，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8.8%，较去年同期提升
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030.7亿元，同比增长6.3%，增速比全国
高 1.8 个百分点；进口 2272.1 亿元，同比增长 16.6%，比全国高 16.6
个百分点。进出口、进口增速在5个计划单列市中居首位，出口增速
居第二位。 （惠 亮）

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

本报电 近日，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 2000 万标准箱。至此，青岛港跻身全球港口集装箱 2000 万“梯
队”。这标志着青岛港在全球影响力实现质的跃升，是山东港口由

“门户港”向“枢纽港”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据悉，在这2000万标
准箱中，外贸集装箱占比超过 70%，进一步巩固了青岛港作为我国
第二大外贸口岸的地位。据了解，2018年，青岛港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1932万标箱。今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仅用11个月就超过了去
年总量。 （赵 伟）

“一带一路”青岛啤酒节（利比里亚站）将举办

本报电 12月 20日至 22日，“一带一路”青岛啤酒节 （利比里
亚站） 将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举办。该活动将融入中利两国的
经典与时尚元素，通过互动活动，加强商旅合作和文化互通；通过
策划设计丝路精神相关话题，与当地有代表性的文化、体育、企业
届代表共话丝路精神，传递中国实力与中国自信。据悉，这是“活
力青岛 干杯世界——青岛啤酒节香飘丝路行”系列活动首站，2019
年 12月至 2020年 10月期间，青岛将陆续在 15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举办该活动。 （赵 伟）

青岛意才公司获批基金销售牌照

本报电 近日，“意会中国·扬帆青岛”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获批基金销售牌照揭牌仪式在青岛举行，这是2017年中国进一
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后第一个获批的外资基金销售牌照，也是我
国第一家获得基金销售牌照的外资银行子公司，还是青岛财富管理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全国首家即将运营的外资财富管理机
构。据悉，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是经意大利央行和欧洲央行
共同批准，由意大利最大的商业银行集团——联合圣保罗银行发起
在青岛设立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 （赵 伟）

青岛：对标最优 超越自我
杨 瑶

12 月 10 日，深圳湾春茧体育馆内，被称为
“深圳企业家民间春晚”的深圳500强企业授牌盛
典暨招商促进活动举行。来自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 500 强企业、深圳市 500 强企业、深圳市纳
税 100 强企业、深圳市出口 100 强企业和特区 39
年杰出贡献企业和各行业领军人物等近万名企业
代表参加了交流活动。在交流活动现场，青岛市
作为联合主办单位之一，在会上向参会企业代表
们进行了城市专题推介。

城市间的联袂演出

青岛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深圳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中国五个计划
单列市中，按经济总量，深圳第一，青岛第二。
开放的城市基因是兼容并蓄的土壤，此次联谊活
动，由深圳本土企业家大会向青岛发出邀请，希
望青岛不仅要来看看，还要作为联合主办方进行
展示推介。

“今年以来，青岛和深圳两座城市之间，彼
此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化，可以说是‘青
深意长、深情相拥’。”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
庆国在现场进行主旨推介时说。

薛庆国介绍：“当前青岛发起了双招双引、
壮大民营经济、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 15 个攻
坚任务，紧抓建设上合示范区、青岛自贸区、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等重大机遇，努力打
造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新的重要战略支
点，加快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
大都市。为了营造让企业家舒服的营商环境，
青岛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尊重企业家的创意创
新创造，成全企业家的创意创新创造，给企业
家提供茁壮成长的生态。”

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王文银表示，深圳是企
业家创新创业的热土，也是创造无限可能的城
市，青岛与深圳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深
圳 500强企业授牌盛典，是“深商奇迹”的某种
见证的话，那么这次万人大会对青岛发出的邀
请，也是对“青岛奇迹”的一种期待。

据悉，深圳 500强企业授牌盛典是深圳市企
业联合会、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年度最重要的一
项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29 届。活动现场，
来自青岛市各部门代表以及青岛驻深圳全体体
悟实训干部近 200人参加了活动，并与在座的深
圳企业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一场超越自我的赛跑

取经深圳，是因为青岛与深圳一样，具备开
放的基因。

与最优者“对标”，与最强者“比拼”，与最
快者“赛跑”。“学深圳、赶深圳”成为青岛新一
轮发展征程上的路标，也开启了青岛这座城市超
越自我的赛跑。

青岛与深圳两个城市，虽同为沿海开放城
市、计划单列市，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发展质量
效益却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摆在青岛主政者面前
的现实考题。

行胜于言。今年 3月，青岛市党政考察团一
行 30 余人奔赴深圳考察学习、招商推介，通过
进现场、进企业、进大厅，学先进、取真经、
促发展。

随后的一个月内，青岛各部门、各区市，深
入学习深圳的营商环境、制度创新、政务服务，
结合各自发展特点和实际与深圳全面对标，拿出
了切实行动。

5 月，青岛市首批体悟实训干部在深圳开
班，150名青岛干部开始在深圳进行持续 100 天
左右的学习和实训。8月，深圳民营企业家来青
参加产学研交流活动，立足青岛产业发展情况，
聚焦优势，投资布局。9月，第二批赴深圳实训
的 157名青岛干部赶赴深圳。根据计划，这样的
行动每年都将分 2 至 3 个批次进行，全方位、大
批量、持续地选派干部赴深圳体悟实训将成常
态。10月，深圳市作为被邀的唯一主宾城市，参
加了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1月，作为
国内首个横跨双城的商会组织，青深企业家联谊
会成立大会在深圳成功举办，开创了青深两地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在“学”“赶”的引领下，青岛和深圳谱写
着精彩的“双城记”，两地政府间、企业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化。

政府搭台 联谊落地

由两地政府搭台，企业作主角成立的青深企业
家联谊会，是全国首创的横跨双城的商会组织。青
深企业家联谊会在组织架构上作了大胆探索，采取
双会长、双秘书长的创新模式，既让两地企业能够
平分秋色，又保障了商会的运作效率。

这个联谊会不一般，仅从会员单位就可见一
斑：深圳的腾讯、正威、中兴、平安，青岛的海

尔、海信、青啤、青岛饮料集团等明星企业纷纷
“入会”。青深企业家联谊会实行会员制，广邀两
地企业自愿参与。其中，会长由前海方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和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克兴担任。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联谊会？其实就是让
“学深圳、赶深圳”形成长效机制，真正变成一
种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而不仅仅是党政机关层
面的对标。

目前，联谊会初创会员单位已达 200 余家，
青岛、深圳分别过百家。

黄克兴表示：“联谊会的目标，是成为两地
企业家把握全球产业潮流的信息策源地，成为企
业创意创新的孵化平台，成为‘学深圳、赶深
圳’成果转化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青深企业家联
谊会集聚了两地各种创新力量，建立信息共享
和资源共享的平台，充当市场和政府之间的

“第三只手”。不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台共
舞，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各展所长，寻求最广
泛的合作机会。企业家联谊会作为两地企业抱
团发展的“娘家”，也让企业更有认同感、获得
感和归属感。

“我们要在不同行业间的耦合中寻求合作，
从互补短板中捕捉商机，把深圳的好资源带到青
岛去，把青岛的好资源带回深圳来，让它们发挥
更大的作用。”靳海涛说。

目前，青深两地联谊已经“落地结果”，项
目数量是最好的证明：大会成立当天，青岛城
投集团发布青深企业合作发展基金；深圳市人
才集团与青岛市城投集团签约共建青岛人才集
团；15 个青深两地合作项目签约，投资总金额
113.8亿元……

随着两地深度合作拉开新的帷幕，青岛正在
呼唤优秀企业寻声而来！

青岛城市风光。 张进刚摄

青岛港口。 张进刚摄

12月12日，由青岛市商务局主办的2019中
英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举行，青岛英国商务
周暨大利兹地区推介会也同步启幕。英国大利
兹地区及布拉德福德市政府和企业代表，青岛
对英贸易企业、在英投资企业、英资企业及有
对外合作意向的企业代表，青岛行业协会代表
等共150人参会。

据悉，此次青岛英国商务周为首次举办。
论坛现场，青岛推介了建设上合示范区和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介绍了打造“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有关情况，引起与会
代表广泛关注。英方代表介绍了大利兹地区和
布拉德福德市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重点推介
了英方在数码创新、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影
视传媒等领域与青岛的合作潜力，表达了强烈
的合作意愿。

英中贸易协会高级总监朱俊博表示，青岛
是一个美丽的沿海城市，也是英国重要的经贸
合作伙伴。目前青岛市和英国在经贸、医疗、
教育、创新等领域都有令人振奋的合作项目。
英中贸易协会与青岛市建立了紧密友好的合作
关系，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英国与青岛
的合作空间将更加广阔。

青岛与英国地方间合作起点高，关系密
切。2015 年 12 月，青岛就成为中英地方贸易
投资联合工作组成员，首批中英地方合作重
点 城 市 。 2017 年 ， 中 英 创 新 产 业 园 正 式 启
用，为双方开展具有青岛特色的地方经贸合
作奠定了基础。

去年，青岛与英国贸易额 20.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8.8%，青岛 （英国） 境外工商中心揭
牌。该工商中心位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区，
对外履行青岛市驻外商务代表机构工作职能，
为青岛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开展双向
投资贸易合作提供服务。

截至目前，英国累计在青投资项目 271个，
投资额7.3亿美元，是青岛在欧洲的第二大外资
来源地。今年前 11个月，青岛与英国贸易同比
增长19%。

据了解，为深化中英地方经贸合作，打造
对英交流合作新平台，青岛将在商务周期间举
行中英企业项目对接、投资环境考察等系列商
务活动。

以“民考官”促进“官为民”

青岛市2019年“三民”活动述职报告会举行
架起政民互动桥梁 打造城市政务品牌

赵 伟

12月 14日至 15日，青岛 2019
年市政府各部门“向市民报告、听
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 （以
下简称“三民”活动） 述职报告会
举行。两天时间内，38 个青岛市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一一登台，作
一年来的工作述职报告。1万名市
民代表分别在市级主会场和 10 个
分会场听取述职报告并进行评议。

专家认为，该活动围绕听民
意、聚民智、惠民生、谋发展，探
索构建新形势下公众评价政府工作
的新机制，对于创新工作理念、改
进工作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等都产
生了深刻影响。

青岛市市长孟凡利表示，提高
青岛的城市治理水平，需要青岛各
政府部门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
负责、受人民监督，加快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市民更加
有效地参与城市治理，汇聚各方面
智慧和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

投放政府储备蔬菜 1.47 万吨、
猪肉 1000 吨，应急储备猪肉 3000
吨，青岛猪肉零售价在全国 36 个
大中城市中排名 20 位。推动引进
商业新业态项目 41 个，新增大型
商业综合体 80 万平方米……述职
报告会上，青岛市商务局局长赵士

玉用一组数字回应青岛市民最关切
的“菜篮子”情况，得到一致好
评。据悉，该局在去年的“三民”
活 动 中 共 收 到 市 民 意 见 建 议 57
条、政务服务热线 1081 件，均安
排专人负责跟进，第一时间向市民
反馈办理情况。

“三民”活动述职报告会结束
后，青岛市民代表以无记名方式投
票，为各政府部门打分。

“我在现场看到，每个述职人
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部门报告
中工作目标、完成比例都用翔实数
据作了说明。”青岛市民代表王女
士说，“我给很多部门都打了高
分，他们用具体数字和真诚说服了
我。”

对于该活动，与会代表纷纷
“点赞”。

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市民代表鲁
玉婵对今年以来青岛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感触颇深：“办事窗口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让市民更省时、省
力、省心，特别是电子卡包的开
通，市民仅凭电子身份证就能办成
212项业务，极大地便利了群众。”

作为此次参加“三民”活动的
企业代表，青岛金雨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德伟认真听完了每
一场述职，在他看来，“通过‘三

民’活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民
营企业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意见
和建议通过社情民意调查等方式，
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

“‘三民’活动满足了市民的
知情权，为政府工作引入了市民监
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畅达民意的沟
通渠道。”“三民”活动第三方督查
评议专家代表、青岛科技大学教授
刘广珠表示，希望这个活动能坚持
常态化办下去。

在述职报告会进行的同时，另
外一个“现场”也在紧张有序地运

行。为了保证市民代表意见建议的
及时收集、汇总，青岛组织了 100
多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各会场
意见建议录入数据系统并分发到相
关政府部门进行处理。下一步，青
岛还将组织专题恳谈、集中面复等
形式与提出意见建议的市民进行交
流反馈。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十一载
的“三民”活动充满活力，成为青
岛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生动实践。在推进执政为民
新征程上，青岛仍在不断探索。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一超市内，顾客选购蔬菜。 张进刚摄

推
动
青
岛
与
英
国
地
方
经
贸
合
作
升
级

二〇
一
九
中
英
地
方
经
贸
合
作
青
岛
论
坛
举
办

赵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