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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2 月 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青岛流亭国
际机场广场上，来自青岛青大附院、市市立医院、
市中医院、胶州中心医院、市第八人民医院和市第
六人民医院的 264名医疗队员列队集结，整装待发，
准备驰援武汉防疫救治一线。医护人员分属山东省
青岛市援鄂医疗队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援鄂医疗
队，各132人。

据悉，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岛市派
出驰援湖北的第五批医护人员，也是青岛近年来一
次性外派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援助人数最多的一次。
截至目前，已经有303名青岛医疗工作者奋战在湖北
疫情防控一线。

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副队长孔心涓表示：“这次
奔赴武汉抗疫一线，我们代表的是整个青岛。在武
汉最需要医护人员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勇于担
当，挺身而出，每个人都抱定了‘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的信念。”

青大附院副院长牛海涛同样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他说：“我们希望尽快取得胜利，但也做好
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作为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的队
长，我会照顾好战友们，力争让每个人都能在春暖
花开时毫发无损地凯旋。”

据介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队由 32名医师
和 100 名护士组成，其中医师有外科 1 人，内科 8
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业 5 人，重症医学专业 5
人，感染性疾病专业3人，急救医学科专业5人，麻
醉专业5人。

另一只医疗队由青岛市市立医院牵头，调集青
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市中医医院、青岛市胶州中心
医院、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和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
30名医生、100名护士组成，另外还有领队1人、联
络员1人，专业主要包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传染
病或感染科、重症医学科等。

9日中午，青岛市援鄂医疗队安全到达武汉，接
下来将充分发挥整建制队伍的优势，接管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
积极开展救治。 （赵 伟）

本报电 2月3日，青岛出台《关于在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青
岛片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方案》 在推进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方面
提出 17 条举措，实行涉企事项清单化、审批改革分类化、政府服务专属
化、保障措施配套化，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打造自贸区青岛片区营
商环境新高地。

《方案》依据中央层面设定 （523项） 和山东省级层面设定 （12项） 的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结合青岛市实际逐一比照、细化任
务，明确责任部门，形成自贸区青岛片区“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清单，清
单之外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相关领域。制定自贸区青岛片区管理机构权
责清单，把权责清单作为政府日常管理、行政执法、政务服务等工作的依
据，切实做到“证照分离”改革有章可循。

根据国务院和山东省政府要求，按照“进四扇门”的办法，对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分别采取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和优化审批服
务四种方式进行改革。其中，国家层面直接取消 13 项、审批改备案 8 项、
实行告知承诺60项、优化审批服务442项，省级层面审批改备案2项、优化
审批服务10项。《方案》要求各有关责任单位逐项明确工作方案，细化工作
措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务求将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细、落实。

《方案》 提出在自贸区青岛片区推行“区内事、区内办”、高效办成
“一件事”、政务服务“好差评”、无人工干预“秒批”、行政审批“五个
办”和自贸区企业个性化办理等 6项专属政务服务，编制自贸区“一事全
办”主题式服务事项，推动政务服务端口前移，打造自贸区政务服务“高
配版”，形成“无处不在”“无事不扰”的政务服务环境。

《方案》 提出升级建设信息平台、加强数据共享、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法治配套等四大保障措施，实现企业开办登记与申办经营许可的有效
衔接，确保全方位全链条做好监管工作，进一步放大改革措施的叠加效应。

《方案》还提出，要不断发现和推广典型经验，为下一步在全市复制推
广“证照分离”改革提供经验和参考，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到改革红利，
促进更多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赵 伟）

屏对屏签大单

疫情面前，隔离的是病毒，隔离不了携手发
展的愿望，隔离不了合作共赢的期盼。

2 月 7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项目签约仪式在
“云端”开启。同一个屏幕，连接北京和青岛两个
城市。来自项目方东华软件以及青岛市政府、青
岛市工信局、崂山区招商局等十余个端口的参会
人同时进入“云上”的“会议室”。

随着签约方在电子书写板上签下名字，东华
鲲鹏产业生态基地项目正式落地青岛崂山区。这
次签约拟投资 30 亿元，是青岛在 2019 年 12 月成
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后，首个重大软件信息技术
服务类签约项目，也是青岛首次采用视频签约的
方式推动项目落地。这张“屏对屏”签下的亿元
大单，为青岛与“城市合伙人”的合作注入强劲
信心。

同一天，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城市合伙人”
的云端合作也正式开启，总投资 105 亿元的 12 个

“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项集中“网上签
约”，签约项目涵盖 5G 技术、新材料、高端装
备、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

隔着屏幕，就敢砸下数十亿、上百亿的真金白
银的背后，是投资人对青岛的十足的信任、信心。

“‘投资青岛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通过视频
会议方式推动项目签约落地，体现了青岛市防疫
情、抓发展的奋发有为状态，也证明‘办法总比
困难多’，我们对投资青岛更加充满信心。”东华
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表示。

签约代表、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培超也通过电子屏为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招商部门

“点赞”道：“这次签约虽然简单，但同样隆重，
在前期洽谈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应
对，始终没有放弃，今天进行线上签约就是最好
的证明。”

“接下来，新区还将在政务网上设立‘双招双
引会客厅’，将项目洽谈初期和项目签约后期的招
商服务搬到网上，大力推行线上招商、网上签
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双招双引’。”青
岛西海岸新区招商中心常务副主任、商务局局长
孙晓辉介绍说。

实际上，疫情期间，资本流向青岛的脚步一
直没有停歇：大年初一，一个高端芯片封装项目
来电确认落户青岛；一家世界著名集装箱制造企
业正在根据青岛方面提供的资料，制定工厂扩建
计划；美国的航电企业进行电邮交流投资环境；
日本亚洲投资株式会社在来信进行节日问候的同
时，表示近日就中日食品合作项目确认工作方
案；新加坡一家公司与青岛一家B型保税仓运营商
达成共识，成立跨境电商公司……

疫情是一时的，冬天终将过去，春天必将到
来。青岛不等不靠，早谋划，早下手，让这一特
殊冬季里因合作发展而暖意融融。

复产复工有序推进

胶 州 湾 畔 ， 船 只 往 来 不 断 。 全 球 第 六 大
港——山东港口青岛港内叉车往返运转，龙门吊
吊装臂架，一派繁忙景象。

一组数字成为港口防控疫情、推进“两手
抓、两不误”的最佳注脚：山东省港口集团1月完
成货物吞吐量 1.21 亿吨，同比增长 6.3%；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25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4%，实现首
月开门红。

防疫生产两不误的同时，青岛港还主动担
当，帮助其他相关企业渡过难关。

“在众多企业复产复工的关键阶段，山东港口
青岛港大港公司在走访临港企业时候得知，青岛
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较大，部分职
工不能按时复工，不仅面临生产加工能力不足、
无法满足下游客户需求的困境，而且连到港大豆
船舶都无法及时接卸。”青岛港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自2月3日起，大港公司专门抽调24名装卸工
人到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三班 24小时不间
断进行豆粕加工灌包作业，截至 2 月 10 日，共灌
包豆粕 7500 余吨，解决了客户燃眉之急，为客户
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

与青岛港一样，不少企业、单位也都在有序
复产。

捆扎钢筋、浇灌水泥，一顶顶安全帽时隐时
现，水泥车、塔吊齐上阵……2月 8日，青岛国际
院士港研究院南延项目建设现场，160多名一线工
人和管理人员正马不停蹄地在施工一线忙碌。白
天打桩、成孔，夜间清运、钢筋绑扎、灌注桩浇
筑，保证24小时不停工。

“还会有更多工人加入到项目中，我们提前采
购了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疫情防控物资，设
立临时过渡区，与其他区域实行物理隔离，保障
项目后续建设进度。同时，派出专车到工人集中
地挑选人员，积极联系临时隔离站。”青岛国际院
士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建敏介绍说。

作为青岛市目前最大的次氯酸钠生产企业，
海湾化学以国企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及时调整了次
氯酸钠生产负荷，产品产量由原来的60吨/天提升
到 300 吨/天，同时承诺不涨价，质量更可靠，货
源更充足，为青岛消毒工作提供了有效保障。开
足马力生产的海湾化学，各指标运行平稳，主要
产品产量与往年同期相比均创历史新高。

青岛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复工复产 2941
户，复工率 86.4%。

迎难而上，生产在恢复，信心在增长。保障
经济运行，青岛行动也在不断提速。

2月 6日，青岛健康海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
青岛中仁药业有限公司向青岛市行政审批局提出
申请生产疫情防控用消毒剂意向。该局安排审批
专员分别对2家企业进行帮办代办，在1天多的时
间内，近30小时中经过40多次电话、微信、邮箱
等远程方式反复对接，从申请材料和生产现场条
件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对两家公司的申请
实施告知承诺制，大大加快审批速度。2 月 7 日，
两家企业即收到快递送达的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

加速行动的不仅是青岛行政审批。继青岛在
全市层面出台助力中小企业渡难关的 18 条政策
后，青岛各区市、功能区纷纷发布政策和措施战
疫情促发展，从企业用工、房租减免、员工用餐
等方面全方位响应企业诉求。

2月 6日，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联合国家开
发银行青岛市分行、青岛银行、青岛农商银行发
布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金融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合作开展防疫物资专
项应急贷款和中小企业转贷款，总规模30亿元。

2月 8日，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民营经
济发展局、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青岛银保
监局、青岛证监局五部门联合开展的“春风行
动”正式启动，在青岛企业复工复产期间，五部
门联手动员全市金融机构提供有力支持和服务，
全面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一条条政策有干货、够硬核，向市场传递了
强烈信号：政府将和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菜篮子”送到村里去

黄山社区，是一个位于青岛崂山区王哥庄街
道依山傍海的美丽村落，这里常驻的村民 1090
人，离村里最近的一个大超市，是 30多公里开外
的利客来购物广场。

2 月 5日，一辆驶入青岛崂山区黄山村的“菜
篮子”工程惠民直通车，将一大车新鲜蔬菜从产地
直接拉入社区，启动了疫情期间青岛市区远郊社
区的蔬菜配送工作。2000 多斤新鲜蔬菜，都按照
用户的订购打好了独立包装，发放到村民手里。

菜花2.8元1斤，芹菜2.5元1斤，紫洋葱2.8元
1斤，刺黄瓜 3.6元 1斤，山药 4元 1斤……这些蔬
菜不但优质新鲜，还比市场价格便宜不少。

都市乡村基地负责人周春雷从前一天下午就
在位于青岛平度市仁兆的蔬菜直供基地为这些订
单忙碌着。“我们基地坚持新鲜直供，用户下单
后，我们会在当天下午在基地进行现场挑选和采
摘并进行打包分装。”第二天一早 5时，周春雷就
要和他的同事开着这辆“菜篮子”直通车去往不
同社区。

除了都市乡村，青岛钱谷山有机农庄公司、
疗供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也加入到“菜篮子”进远
郊社区的配送。其中，钱谷山有机农庄公司自2月
1日起为青岛万科、碧桂园等小区直接配送蔬果米
面粮油，保障在家隔离业主的生活必需品。

以最优惠价格将蔬菜从田间地头直接运送到
偏远郊区村民餐桌，一辆辆惠民直通车运送的不
仅仅是蔬菜，更是心系偏远郊市民“菜篮子”的
一份责任。

据介绍，春节以来，青岛根据市场需求，及
时投放政府储备，从 201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青岛“菜篮子”商品储备累计投放
10617 吨，其中，蔬菜 8672 吨，猪肉 1945 吨。同
时，青岛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监测预
警，强化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加强产销对接，召
开 13 家储备企业保供电话会议，调度货源，要
求增加投放数量，加大对猪肉、蔬菜市场的保供
力度，组织市内 4 大批发市场提前 4 天开市、组
织 3 家豆制品生产企业提前开工，增加豆制品的
生产量。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
动监测预警，加强产销对接，引导市民利用网络
购买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视疫情发展，我们还将
着重解决市区社区居民买菜难问题，保障社区居
民蔬菜供应。青岛各区市商务局会按统一部暑，
在辖区内推广开展社区网上订菜、精准配送、无
接触取货活动，将‘菜篮子’保障网格化服务，
延伸到每一个社区居民身边。”青岛市商务局市场
调控处负责人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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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17条新政
破题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

青岛：
防控疫情发展经济两手抓

赵 伟 杨 瑶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
在线签约“招商引资”项目，企

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加强居民日常
生活保障……连日来，青岛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将稳定当前与长期引领
相结合，为疫情期间经济发展“不掉
线”注入持续动力。

都市乡村为青岛市民配送新鲜蔬菜。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上图：青岛市市立医院院区同事为援助医疗队成员送行。

下图：青岛市援鄂医疗队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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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处首席审批官张正洋网上审批 《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青岛市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处首席审批官张正洋网上审批 《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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