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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客厅”加速建

受疫情影响，青岛于去年提出的“国际客厅”建
设虽然面临新的挑战，但是，青岛于近日进一步厘清

“国际客厅”定义、功能和建设标准、运营理念，为
“国际客厅”建设按下“快进键”。

在青岛看来，“国际客厅”是一个全新平台，可
以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各国企业、商会以及有意对接国
际的中国地方政府、企业，提供集展示、推介、路
演、接洽、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提供法律、审
计、会计、签证、生活等全方位配套服务，推动全世
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在青岛集
聚，更好服务山东省、全国开放发展大局。

青岛明确将日本、韩国、德国、以色列、上合组
织国家选定为“国际客厅”的“主宾”，明确提出，
加快建设中日、中韩、中德、中以、中国与上合组织
国家的“国际客厅”。

与此同时，央企也加入到青岛“国际客厅”建设
中来。去年，青岛在春夏秋冬四季连续举办“央企青
岛行”活动，将央企纳入到青岛的“城市合伙人”
中。央企将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上合组织国家

“国际客厅”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青岛将充分发
挥与央企的良好合作势头，建设央企“国际客厅”。

此外，青岛将充分发挥作为山东对外开放桥头堡
作用，建设山东城市会客厅。

最终，青岛将建成中日、中韩、中德、中以、中
国与上合组织国家 5 个以国家为对象的“国际客
厅”，一个央企“国际客厅”，一个山东城市会客厅，
形成“5+1+1”的“国际客厅”格局。

为“国际客厅”建设加码，近日，青岛在全国率
先打造外企跨国注册登记“快车道”。

青岛市行政审批局联合青岛市商务局将德国、韩
国、日本等9个青岛驻外工商中心培养发展为境外市
场主体注册登记的延伸窗口，对有意向在青岛注册企
业的外商企业和个人，由青岛境外工商中心提供帮办
服务，青岛市行政审批局远程受理、核准企业登记申
请。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申请，青
岛市行政审批局将“即来即办、离岸审批”，将制好
的纸质证照通过快递免费寄送给外商，为外资企业和
个人提供“不见面、零跑腿”的青岛服务。

“青岛建设为山东面向全国全球的国际客厅，就
要打通外商投资企业在青注册登记的通道，让有意来
青投资办企业的境外个人或企业，不会因为语言不
通、长途奔波等问题而犯难，在家门口就能在青岛注
册企业，帮助青岛引进和留住更多优质的国外资源和
项目。”青岛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双招双引”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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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项目签约仪式在
青岛“云”开启。网络为媒，连接起上海、深圳、温
州、哈尔滨等多个城市的 31 个项目签约方，同时以
网络直播的方式同步传播到 60 余个分会场。总投资
267.2 亿元的产业项目，通过“屏对屏”网络签约形
式落户，发出了战“疫”关头“双招双引”（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 工作的好声音。

同一天，青岛崂山区与“发展合伙人”的云端合作也
正式开启，总投资120亿元的7个项目正式落户，涉及
金融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总部经济领域。

这是由青岛市商务局牵头的数字化“双招双引”
新成果。据统计，近期，青岛在各个区市组织签约了
58 个重点项目，其中外资项目 6 个，总投资 15.09 亿
美元；内资项目52个，总投资725.4亿元，项目主要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
料、现代服务业等。这些新项目、新合作给青岛带来
的不仅是新产业体量上的丰盈，还将带来不小的化学
反应，催化本地产业链上下游乃至其他传统产业发生
质变。

“在这样的疫情环境下，青岛拥有一个持续、稳
定、优越的营商环境，是保障企业发展的软实力‘硬
核’，也是我们中外合资企业，尤其是欧洲投资者的
信心源泉。”项目签约方、福赛中国区负责人马培元
表示。

签约代表、哈尔滨莱特兄弟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法
人代表刘忠亮为青岛点赞：“这次签约非常高效，昨
天定下签约流程后，今天就马上执行了。之所以在这
一特殊时期选择投资青岛，首先是看好这座城市的经
济发展势头，其次，青岛对科技型人才的强大吸引
力、优良的营商环境也是我们所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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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青岛精心组织的必然结果。

据悉，自 2月 1日起，青岛市商务局先后制定印
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商务领域重点工作的指
引》《关于报送网上签约项目的通知》《关于推进网上
招商开展网上签约的通知》 等相关文件。与此同时，
青岛市商务局梳理在谈的科技含量高、投资大、具有
一定典型示范性且洽谈较为成熟、具备近期签约条件

的项目，在疫情期间每个月第二个周开展网上签约活
动，2月10日至14日为2月份网上签约周。

疫情是一时的。青岛早谋划，早下手，让这一特
殊冬季因合作发展而暖意融融。

海外项目频布局

在这一特殊时期，青岛企业海外投资合作的步伐
同样铿锵有力。

日前，随着“Maersk Kotka”轮首靠意大利瓦多
集装箱码头 （Vado Gateway Terminal），意大利瓦多
集装箱码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青岛港参与投资
与建设运营的第一个海外股权投资项目。

瓦多集装箱码头是意大利第一个半自动化码头，
也是意大利最先进的集装箱码头。目前投产试运营的
集装箱码头一期，岸线长 450米，码头前沿配有 4台
岸吊、14 台场桥。“Maersk Kotka”轮集装箱是马士
基航运往返于地中海南欧地区、中东地区和印度的
ME2 航线。该航线成熟运行后，每艘次预计箱量约
2500标准箱，每周挂靠瓦多集装箱码头1艘次。

据悉，以瓦多码头投入商业运营为契机，青岛港
将积极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东西双向
互济，陆海内外联动，拓展全球化视野，发挥一体化
资源优势，在瓦多码头、阿布扎比码头等海外项目成
功合作的基础上，联手更多重量级合作伙伴进行全球
港口建设运营落子布局。

对青岛“出海企业”来说，疫情更加考验企业拥
抱变化、快速应对的能力。

填补外派劳务人员缺口、提前制定境外物资采购
计划、沟通供应链客户……疫情当下，青建集团在全
力做好国内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持续稳步
开展在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业务，确保项目平
稳运行。

“我们积极将我国政府采取的有效防疫措施宣传
出去，目前未造成当地政府和业主的恐慌，项目建设
也丝毫没有松懈。”青建国际集团执行总裁兼青建北
非区域公司总经理王超说，“除了提供一批加急筹措
的防疫物资外，以稳定项目生产来支持国内抗击疫
情，就是远在海外的建筑人最应该做的。”

在阿尔及利亚，青建集团承建的当地保障性住房
项目也建立和启动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疫情应急方
案，确保各项生产工作的正常运营管理。

“疫情的出现是对出海企业供应链广度和厚度以
及本土化效率的考验，本土化和全球化程度较高的
公司可以更好地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青建集团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疫情，拥有三十
多年海外施工经验的青建集团发挥“本土化、国际
化、一体化”的海外优势，借助集团的全球化服务
网，稳步推进产能，做到强化疫情防控与开展正常
工作两不误。

本报电 这两天，位于青岛胶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阿法拉伐工业园内，822名员
工重返岗位，开始忙碌起来。作为全球最
大的船用锅炉生产商，这家外商独资企业
正在加紧生产一批销往韩国和日本的订单。

为确保外资企业有序复产，当地管委
会成立了 40 个企业防控服务小组“一对
一”进行帮扶。

“我们相信防疫战能打赢，复工后，生
产经营指标也能赢。”阿法拉伐公司总经理
博恩·沙特勒表示，公司对中国战胜新冠肺
炎疫情充满信心，正着手增资扩产，在中
国实现长远发展。

阿法拉伐公司的顺利复工只是青岛助
力外企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青岛积极施策
帮扶，扩大惠企政策供给，保障外资企业
复工复产，一系列稳外资举措让外资企业
吃下了定心丸。

其中，青岛市商务局出台 16 条应对当
前疫情做好外经贸工作的具体措施，包括
动态摸排调度，做好服务工作，帮助外
贸、外资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用好信息化
服务措施，推广应用“青岛外企帮手”、

“青岛外贸企业助手”小程序，聚焦外贸、
外资企业复工和生产经营所需及融资需
求；预拨外经贸扶持资金；扩大防疫物资
进口；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便利化政策扩大
进口；搭建在线国际市场开拓平台；制定
专业措施，加强贸易救济处置服务；及早
筹划重大经贸推介活动，搭建招商引资的
高端平台；发挥青岛境外工商中心作用，
深入实施“千企招商大走访”等。

由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民营经
济局等五部门联合推出的金融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春风行动”自 2 月 8 日启动以来，
已有 30家金融机构公布了专门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的“春风热线”；16家金融机构推出
各具特色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措
施；24 家主要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累计放款 176 亿元，放款企业为 1506 户；
由各区 （市）、市直相关部门摸排筛选出的
575家融资需求企业名单已经第一时间“快
递”至相关金融机构。

青岛市民营经济局发起“青岛好房
东”活动，截至 2 月 18 日，共有 94 家载
体， 为4447家企业经营业户减免房租7269
万元。

青岛港会同海关、海事、铁路等口岸
查验运输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疫情物资
运输保障联动机制，推出免除库场使用
费、延长免费堆存期等“硬核”政策……

一条条政策有干货、够硬核，向青岛
外企传递了强烈信号：防疫发展“两手
抓、两不误”，青岛经济发展的春天已然在
路上。 （赵 伟）

本报电 2月 11日晚 22时左右，在青岛海关所属胶州
海关关员监管下，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工作人员将100
个标箱货物吊装到“齐鲁号”欧亚国际班列上发运。

这些货物，主要是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自青岛
海运口岸入境，再经我国过境到中亚国家的机械、棕榈油
等商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从春节假期开始，
多式联运中心停止发运国际班列，此次中亚班列是春节后
发运的首列“齐鲁号”欧亚班列。

据悉，为支持“齐鲁号”欧亚班列恢复发运，2 月 11
日当天，胶州海关共办理放行 35 票、206 标箱的过境货
物。这些货物都要通过中亚班列，发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
国家。除当天发运的 100 标箱货物外，其余货物将陆续搭
乘“齐鲁号”欧亚班列发运。

“当前胶州海关和多式联运中心的重点工作，一是要防
疫情，二是要抓复工。疫情要防得住，货物要放得了。千
方百计，统筹兼顾，确保万无一失。”胶州海关查检科关员
王朕惟介绍说。

据了解，针对当前依然严峻的防疫形势，胶州海关迅
速优化防疫期间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模式，大幅降低过境集
装箱封志验核比例，并通过视频系统远程监控现场作业情
况，监管国际班列集装箱换装，最大程度上减少现场人员
聚集。

“从本周起，中亚、中蒙、中欧 （俄罗斯）、中欧 （白
俄罗斯）、青凭越等5条‘齐鲁号’欧亚班列，将全部恢复
运行。青岛与俄蒙大陆、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
际物流大通道，可全部保持畅通。”多式联运中心经理魏学
伦介绍说。 （赵 伟 杜朝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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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客厅”，数字
化“双招双引”云签约，海外
项目建设不停歇……青岛与海
内外“朋友”交流合作活跃，
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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