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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在青岛东方影都星光岛酒吧街上，优酷定
制剧《走起！我的天才街坊》剧组150名演职人员一直忙于取景
拍摄。拍摄现场，工作棚和调音台、服装道具等都安排在室
外，除演员外所有工作人员都佩戴了口罩，有的还佩戴了护目
镜和防护手套，大家都谨慎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我们早在 3月 3日就已正式复工，至今已连续不间断拍摄
二十多天，是全国复工规模较大和复工时间最早的剧组之一。”

《走起！我的天才街坊》剧组制片主任刘文鹏介绍说。
据介绍，该剧组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方案及青岛灵山湾影视

局提供的 《影视剧组安全有序复工指南》 执行防控工作。所有
工作人员与演员实行酒店驻地到拍摄地“两点一线内循环”的
原则，拍摄地分区明确，分为表演区、监视器区、工作人员候
场区、隔离区、就餐区。每个人到达拍摄地，需测量体温，登
记后在防疫通道消毒20秒方可进入拍摄场地。

“除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2 月 3 日，我们出台了相关政
策，对园区停工剧组进行租金的免除，包含摄影棚、置景车间
租金，以降低剧组摄制压力。”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总裁孙
恒勤表示，为解决前期筹备的剧组无法进行实地勘景的问题，
产业园推出园区VR全景和线上直播为剧组提供便利，VR全景
筛选 60多个点位展现园区 170万平方米的设施及信息，让剧组

“足不出户”依然可以进行拍摄前期的筹措工作。
据青岛灵山湾影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局从 《走起！

我的天才街坊》 剧组入手建立的服务模板，正熟练运用服务于
正筹备开机的其他剧组，剧组复工或开工不需审批备案，随着
山东省与国内省市健康通行码互认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持
有绿色健康通行码的影视从业人员抵达新区就可以立即开工。
青岛西海岸新区目前已有6个影视项目在拍、在筹，有多个项目
在谈，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已全面复工，为剧组配套的置
景、服装、道具、器材租赁、群众演员、酒店、餐饮、交通运
输等配套企业复工率也已达到90%以上。

据了解，青岛西海岸新区已在着手制定 《关于支持影视产
业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该措施将通过针对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积极施策，促进影视产业生态发展，持续提升“影视之
都”影响力。“下一步，影视局将进一步主动靠前、服务下沉，
加快政策性资金的审核拨付，为影视企业纾难解困，推动新区
影视产业平稳健康发展。”青岛灵山湾影视局副局长赵芳表示。

（赵 伟 张海铎 冯煜桢）

青岛供应链产融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本报电 3月 27日，青岛市供应链金融专项引导基金战略签约

暨青岛市供应链产融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仪式在青岛举行。仪式上，
青岛市供应链协会与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共建青岛市供应链金融
专项引导基金，一期出资5亿元，用于服务青岛和山东区域的供应链
企业开展产业链业务。

据悉，青岛市供应链产融协同创新中心由市供应链协会牵头，
市金融监管局、市商务局等部门以及工商银行青岛分行合作建成，
致力于开展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搭建与创新工作，为青岛供应链企
业提供银行、基金、风投、保理、保险等金融专业服务以及全流
程、生态化、复合型的金融咨询服务。

上合示范区与欧亚基金签约合作
本报电 3月 19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与中国电投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视频
签约。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该公司将在青岛设立首期规模 30亿元、
总规模100亿元的中俄能源合作投资基金并在新能源发电、综合智慧
能源、智能农业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据悉，截至目前，已有23家金融机构与上合示范区签订合作协
议，11家金融机构入驻上合示范区金融服务中心，设立各项基金总
规模达260亿元，各金融机构累计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和载体项目建设
资金达300亿元。

胶州湾大桥胶州连接线正式开通
本报电 3 月 30 日零时，青岛胶州湾大桥的配套工程——胶州

湾大桥胶州连接线正式开通。据悉，胶州连接线全长5749米，桥宽
18.5米，双向4车道设计，起点处设4进7出收费站。

该工程起于上合示范区生态大道，顺接胶州湾大桥大沽河航道
桥西侧，是胶州市进出青岛市主城区，也是半岛区域其他城市群进
出胶州、上合示范区和胶东国际机场的快速通道。同时，连接线与
胶州市在建的东西大通道相连，对实现青岛、胶州同城发展、带动
胶州区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获批设立
本报电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青岛航空科技职

业学院的批复》 发布，该批复同意青岛市设立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
院。本次获批的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位于青岛莱西店埠镇航空产
业园区，系国家招生计划内的专科层次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预计
今年开始招生，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0000人。学院首年招生开设飞机
机电设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定翼机驾驶技术、民航运输、民
航安全技术管理、空中乘务6个专业。

（本栏目整理：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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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这是不少人对青岛大港码头的评价。
如今，百年大港再次吸引世人瞩目。3 月 28 日，
总投资达 313.5 亿元的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开工
暨全球招商推介仪式举行。从2015年开建邮轮母
港到如今建设邮轮母港区，一字之差，不仅是开
放的全新升级，更开拓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全新
的功能提升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成为青岛以
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地标。

开放再升级

依港而建，因港而兴。大港码头发轫于1892
年，在岁月深处，轮船在这里将青岛以及背后辽
阔腹地的物产输送到世界各地，遥远世界的货物
也源源不断地卸载到青岛大港码头上。

这个天赐良港，锚定了青岛在世界贸易版图
上的坐标。从这里出发的青岛，开放不断升级，
城市也不断蜕变。

2015年5月，青岛在这里正式投产运营的青
岛邮轮母港，地处东北亚核心位置，四季通航，
海陆空交通网络密布，拥有可停靠世界最大22.7
万吨级邮轮的专用码头和邮轮客运中心，是中国
目前成长速度最快的邮轮母港，巨大的客流、资
金流在此集聚。

在繁荣邮轮旅游的产业基石上，青岛将目
光瞄向了更远的方向——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
融创新中心。于是，这片拥有百年发展历史、
作为青岛历史起航原点的老港区再次出发，开启
新航程——建设国际邮轮港区。

从母港蜕变为母港区，虽然只增加了一个
字，却是豁然开朗的另一重境界。

建设中的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是城市发展
新空间，是寄托着升级未来城市形态的全新地
标。“港—产—城”深度联动，成为青岛开放、
现代、活力、时尚的元素聚集地、国际航运贸易
金融创新中心的承载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
区的核心区。这个寄予了殷殷厚望的新空间，不
但让青岛沧桑老城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也将给

青岛全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新动能。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表示，

作为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的重要支
点，国际邮轮母港区将坚持“港—产—城”融合
发展，一体推进产业导入和区域规划建设，联合
行业头部企业发展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业态，
加快布局新基建，开放应用场景，开展创业培
训，强化金融支持，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加速集
聚，与各类应用场景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新业态、新技
术的发展热土，为青岛建设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与服务产业高地，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增添
新动能。

合作新平台

高点定位，让这片拥有 9公里长的港口岸线
和4.2平方公里的区域迅速吸引资本的目光。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15项签约活动，总投资
额达 313.5 亿元。青岛市政府与山东省港口集团
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抢抓“一带一路”建设背
景下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战略机遇，在“推进
港、产、城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强港口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港航产业发展、推进绿色智慧港
口建设、创新港口发展激励政策”等方面深入合
作，实现合作共赢。

青岛市北区政府与涉及航运、贸易、金融、
文旅等领域的14个产业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此次签约项目，凸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
中心特色，聚焦新航运、新贸易、新金融“三
新”产业，全面推动产业招商和项目落地，持续
完善产业生态，用新产业激活老城区，形成现代
物流、贸易、金融的产业生态圈。

其中，新航运项目包括上海海事大学青岛研
究生院青岛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船舶智能化装
备研究中心、火元素北方总部等，涉及航运智
库、人工智能、智慧港口等领域。

新贸易、新金融等合作项目也引人瞩目，包
括融汇海运海洋产业专项发展基金、山东高速资
本管理项目、青港商业保理总部、青岛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项目、北汽金融产业聚集项目、融汇金
融科技专项基金、“第一粮库”新金融产业园7个
新金融项目以及阿帕网络企业总部新贸易项目。

其中，“第一粮库”新金融产业园项目，以
青岛“第一粮库”旧址 （馆陶路34号） 老建筑为
依托，以保护和修缮为基础，打造具备新金融创
新示范、运营模式示范和功能协同示范作用的产
业金融示范区。

该项目由北京英诺创新空间投资，投资总额
为 35 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内将引入孵化创业
期、成长期金融科技类企业20家左右，目前已有
50余家内外资优质金融机构、智库和行业组织表
达入驻意向，建成后将为百年馆陶路擦亮“青岛
新金融集聚区”新名片。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正聚焦“三新”、科技
创新、新基建等产业以及总部经济项目开展精准
招商，与全球优秀合伙人携手共赢，拿出真金白
银吸引全球合伙人，对年实际到账外资5000万美
元及以上的新项目等最高奖励1亿元；对在青岛

新设立和新迁入的法人金融机构，最高一次性补
助1亿元。

百年梦将圆

缔造城市梦想的港口，是青岛过去百年的立
足点，也承载着人们对城市未来百年开放发展的
希冀。什么样的港区能够承载青岛下一个百年梦
想？青岛将面向全球聚焦航运、贸易、金融等要
素，打造开放新窗口和产业新高地。

在航运方面，青岛重点集聚航企总部、船舶
经纪、船舶融资、航运交易、船舶管理、海事仲裁、航
运人才培训等较高附加值航运服务业，打造中国
航运开放创新高地，推动陆海联运、航运金融、
邮轮旅游等产业发展，全面完善航运生态链。

围绕航运做贸易，邮轮母港区重点集聚一批
新兴市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大宗商
品交易平台、供应链管理及应用企业、全球集采
中心，打造开放多向的新贸易高地。

围绕贸易繁荣金融，青岛将推动各类金融要
素加快集聚，提高航运贸易融资与保险服务能
力，大幅增加金融服务贸易客户数量，发展离岸
金融业务等航运金融服务，提高航运贸易资金配
置能力。

同时，作为中国目前成长速度最快的邮轮母
港，青岛将加速打造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的
核心区，力争打造以免税商品和保税交易为核
心、以港区商业载体为依托的进口商品消费中
心，组建本土邮轮船队，积极导入具备国际影响
力的邮轮产业服务品牌，搭建兼具区域影响力邮
轮旅游产品销售平台，建成集“游购娱”于一体
的国际邮轮港城。

青年人是创新创业的活力源泉，国际邮轮母
港区将运用市场化思维，引爆老城区更新改造、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餐饮、文化、娱乐等
服务设施，出台最优惠的人才政策，配套建设青
年公寓、活力社区，全方位打造青年人向往的创
业工作生活环境。

为了让瑰丽的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青岛量
身定制了一整套全新的举措。

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将建立“指挥部+平台
公司”运作模式，从青岛市抽调市场化意识、素
质和能力强的人员组成团队，运用市场化思维推
进建设，由企业“点单”，政府论证后，出台个
性化的扶持举措，打造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化氛围
最浓、营商环境最优的区域之一。

随着世界级邮轮母港区重新起航，青岛建设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的梦想正越来越近。

百年百年老港再起航老港再起航
宋晓宋晓华华

即墨综合保税区首家入驻企业通过海关注册
本报电 3月24日，空中客车直升机 （青

岛） 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
交注册申请，几分钟后，青岛海关所属即墨
海关审核通过。由此，该公司成为青岛即墨
综合保税区第一家获得海关注册的企业。

2019年底，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的青岛
即墨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这是青
岛获批设立的第3个综合保税区。该综合保税
区定位于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
务等业务，将依托空客直升机项目和规划建
设中的青岛航空产业园，加快将青岛打造成
为国家重点通用航空示范区。

区内首家海关注册企业空中客车直升机
（青岛） 有限公司于去年 4 月正式投产运营。
空中客车H135直升机青岛总装线是空中客车
直升机在欧洲以外设立的第一条H135直升机
总装线，一期设计产能18架/年，与欧洲保持
同等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支持综合保税区提
前适用政策的通知，自综合保税区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之日起，直属海关可向海关总署申
请综合保税区关区代码和地区代码。设立之
日起，海关根据企业申请并依据 《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为企业办理注册登
记。企业用于安装、调试的进口自用设备可
申请提前适用综合保税区税收政策。为进一
步发挥综合保税区在稳外贸、稳外资中的作
用，今年2月，海关总署制定支持综合保税区
发展的 6 项措施，明确提出在区内大力推动

“互联网+保税”监管，区内企业向海关申请
注册登记、备案或变更的，海关实行网上办
理。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关区代码和地区代
码获批后，即墨海关依据 《海关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管理规定》 为拟入驻企业及时办理注
册登记，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据了解，即墨海关将继续坚持问题导
向、发展导向，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全力推
动将综合保税区发展打造为更具竞争力的加
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
心、检测维修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

（孔振兴 高新永）

海关关员在企业车间了解加工贸易料件
情况。 赵志法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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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我
的
天
才
街
坊
》
剧
组
正
在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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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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