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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不少影视剧组已复
工拍摄，“电影之都”青岛也正在
迎接越来越多剧组的到来。为切实
解决影视企业困难，提振影视产业
发展信心，塑造影视之都品牌，近
日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出《关于支持
影视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措
施》，全力推动影视企业复工复
产。该政策提出单个园区可享受补
贴额度最高1000万元，每个剧组最
高补贴100万元。

据介绍，该政策适用于注册登
记、税收属地关系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的影视企业。对2020年1月28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主动减免剧组棚
租 （含置景车间）、房租等费用的
重点影视产业园区，给予一定补
贴。按照已减免实际出租在用面
积，给予影棚 1 元/平方米/天的补
贴，给予置景车间 0.7 元/平方米/
天的补贴，房租按照停工期间园区
减免租户租金金额的一半予以补
贴。单个园区享受补贴额度最高不
超过1000万元。

据业内人士分析，影视行业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很大，院
线停映、剧组停拍、开机推迟，这
带来影片积压、主创人员档期重

排、项目成本增加、现金断流等诸
多困难，影视企业复工复产面临不
小的挑战。

青岛出台政策鼓励剧组开机拍
摄，有序恢复产业生态。对2020年
6月 30日前经审核备案在西海岸新
区开机拍摄的剧组，给予剧组自复
工、开工之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一
定比例的生活补助，每个剧组最高
补贴100万元。

同时，为解决前期筹备的剧组
无法进行实地勘景的问题，东方影
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日前推出了园区
VR 全景和线上直播，为剧组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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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汇集了剧组最关心
和最感兴趣的内容，让剧组“足不
出户”依然可以进行拍摄前期的筹
备工作。

据悉，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
已有 6个影视项目在拍、在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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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青岛制造”拼千亿大单

青岛与拼多多的合作并非偶然。
“品牌之都”青岛是具有浓厚商业氛围、勇于

创新创造的工匠之城，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
模式”活力涌现。2019年，青岛电商行业实现网络
零售额1600多亿元，增长15.6%，居于中国北方领
先地位。拼多多是目前国内增长速度最快、培育新
品牌最多、开拓新市场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截至
2019年底，成立不足5年的拼多多已经拥有5.85亿
年活跃买家，成交额达10066亿元。

当前，拼多多从消费端无缝隙地与生产端的工
厂相连，而拥有着齐全工业门类的青岛，正在通过
对企业的工业互联网的改造，让生产端实现更加高
效的互联互通。相契合的发展目标，使得青岛与拼
多多的合作水到渠成。

“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
依托青岛产业优势和拼多多平台资源，一定能够使
双方在危机中找到机遇、转危为机，为培育壮大新
动能、促进稳就业、实现区域经济稳增长、助力青
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企业平台发展壮大做出应
有贡献。”青岛市副市长薛庆国表示。

过去数月中，受疫情蔓延影响，青岛不少外贸
企业遭遇冲击。对于企业而言，想要从源头上解决
当前的困境，订单是最好的“解药”。

“青岛拥有雄厚的品牌资源和强大的产业集
群，双方的合作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拼多多将全
力推动青岛产业、企业的订单量实现同比翻倍增
长，助力青岛企业在拼多多实现800亿元的年销售
额。”拼多多副总裁涌泉表示。

据悉，此次双方的战略合作将围绕两套并行体
系展开。

“稳产能、促订单”方面，双方将以“青岛优
品馆”为窗口，帮助青岛企业和产品打通线上消费
供应链、扩大内需市场规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方面，双方将围绕协同建设青岛消费类产
业集群，构建青岛农产品、水产品数字链，打造青
岛全国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推动青岛定制化“新品
牌计划”体系等目标实施一揽子行动方案，从而有
效提升青岛产业竞争力，助力青岛孵化一批新的知
名品牌。

此外，双方将联手在青岛自贸区内建立“新消
费学院”，探索打造“中日韩线上自贸区”。

促“青岛优品”数字化转型

青岛与拼多多的全新合作，为当地企业开拓线
上订单、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平台。

通过拼多多，青岛企业可面向全国消费者进行
线上直播“卖货”。活动当天正式在拼多多上线的

“青岛优品馆”，则为青岛企业量身打造了“高曝光
度”的消费流量入口。

作为拼多多为青岛产品打造的“流量”聚集
地，“青岛优品馆”首期涵盖食品生鲜、酒水饮
料、美妆个护、服饰家居等多种品类的企业，预计
6 月底前，将有超过 1000 家重点优质企业入驻平
台。以此为窗口，青岛与拼多多将通过引导入驻、
流量倾斜、联合补贴和发放优惠券等方式，帮助青

岛企业和产品打通线上消费供应链、扩大内需市场
规模。

青岛雪达集团是首批入驻“青岛优品馆”的企
业之一，其85%的客户来自国际市场，目前正大力
拓展内需市场。该公司总经理毕驷海介绍，集团正
联合拼多多通过新品测试和大数据支撑等方式，研
发生产专供平台的独家产品。

同样入驻拼多多享受到“福利”的还有青岛一
木集团，其董事长殷兆坤表示，集团正以本次青岛
与拼多多的战略合作为契机，将内需市场列为核心
战略目标。作为家具品类与拼多多合作的重点品
牌，一木紧紧抓住了直播的风口，成为首批在拼多
多开通每日店铺直播的品牌。受益于此，自2月中
下旬至今，一木的拼多多销售额实现了超过 100%
的增长。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卢绪军用拼
多多所代表的红色与青岛啤酒所代表的绿色“撞”
在一起，来形容拼多多与青啤的合作。他认为，拼
多多作为“新电商”的开拓者，它足够实惠、足够
好玩，仍然处于快速生长期。包括青岛啤酒在内的
优质品牌资源是完全可以实现与拼多多优势互补，
共同成长的。

与此同时，双方还将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方面共同发力。 围绕协同建设青岛消费类
产业集群，构建青岛农产品、水产品数字链，打造
青岛全国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推动青岛定制化“新
品牌计划”体系等目标实施一揽子行动方案，以有
效提升青岛的产业竞争力，助力青岛孵化一批新的
知名品牌。

助“青岛品牌”开拓新市场

“疫情初期，我担心订单转移，想方设法复工
复产，刚渡过这个难关，现在全球贸易市场又产生
了新变化。”青岛凯莱诗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
东林介绍说，目前，凯莱诗的化妆品日产能达5万
盒，产品主要销往欧洲和美洲，眼下虽然没有取消
订单的客户，但也没有新订单。

来自政府部门的精准帮扶，为“贾东林们”带
来了新希望。

今年2月，青岛市商务局就已出台帮扶外贸企
业的 16 条措施，涵盖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利用境
外资源扩大物资进口、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
强贸易救济处置服务、推动外资项目加快落地等五
个方面。此次联合拼多多开展“出海优品·e 购青
岛”活动，是青岛围绕解决外贸企业实际困难推出
的重要举措之一。

实际上，利用互联网平台精准帮扶企业，青岛
正在推出越来越多的有效举措。

4月10日，青岛市民营经济局、市商务局、市
工商联和市贸促会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共同
启动“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产
业资源和渠道优势，帮助企业开拓销售渠道、寻求
订单。活动计划持续到今年年底，将重点组织青岛
市企业与七大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线上促销活动，
同时发展各类线下展会活动，争取订单，扩大销
售。该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参加在青岛举办的“2020
中小企业国际采购暨技术合作洽谈会”等线下展会
活动，协调企业分行业、分领域走出去，赴外地参
与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深耕国内市场，多元化
拓展市场渠道。

“作为以编织产品为主业的外贸企业，公司生
产的编织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国家等。疫情以来，我
们接到的国际订单量日益萎缩。现在我们不仅顺利
入驻拼多多‘青岛优品馆’，还有这么多政府部门
帮忙找订单，这对公司拓展市场大有裨益。”青岛
祥宜篮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晓说。

疫情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伴随着春暖花开，青
岛企业的发展春天也已在路上。

苏黎世基金落户青岛金家岭
本报电 4月10日，苏黎世基金正式在青岛金家岭金融

区注册落户，并将于2020年上半年在金家岭金融区设立规模
20亿元的半导体产业基金。它的落户，意味着金家岭金融区
迎来一家国际化的顶级基金，将促进创投风投中心建设的全
球化发展，并助力全市5G、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产业。

据悉，苏黎世基金集团成立于 1980年，总部设在瑞士，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投资公司，与管理对冲基金的策略伙伴管
理多种另类资产类别，包括私募股权、资本市场及信贷。

据介绍，去年全球 （青岛） 创投风投大会召开以来，在
科创母基金和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中心龙头带动作用下，创投
风投机构在金家岭金融区呈现快速聚集态势。截至目前，金
家岭金融区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基金管理机
构达到 130家，备案的基金 267支，实缴管理规模 629亿元，
约占全市80%。

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优化审批
本报电 “您的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我在内网给您预审

通过，请您再次登录网站，进行形成签名文档和发起签章的
操作，请公司法人等相关人员在手机APP上签字提交，我们
将审批生成证照，通过快递给您邮寄。”日前，青岛宇佳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通过网络视频接受了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政
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的指导，整个企业设立审批操作流程用
了不到10分钟。

据介绍，网上办、马上办，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提升审批
服务效率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大厅即办服务窗口，承办由
11个行业主管部门划转过来的117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15
分钟内都能办结。同时，583项无差别综合受理事项和117项
即办窗口受理事项 100%实现网办，99.4%的驻厅审批事项支
持外网申报。

青岛举办“堂食春天”活动
本报电 4月11日，青岛市商务局与“堂食春天”各合

办单位举行“堂食春天 闹市开街”仪式。据介绍，“堂食春
天”活动是“2020青岛百日万店消费季”购物、餐饮板块重
要内容之一，将组织餐饮企业推出“堂食春天”系列菜品与
服务，开展让利促销活动，并充分利用“2020青岛百日万店
消费季”各项促消费措施，鼓励市民通过消费参加发票抽奖
活动和通过银联云闪付APP消费，享受消费奖励和“消费满
减”活动奖励，营造氛围鼓励消费者堂食用餐，促进餐饮行
业快速回暖、健康发展，同时也带动其他消费增长。

（本栏目整理：宋晓华）

本报电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1至2月份港口
货物吞吐量数据显示，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货物吞吐
量排名超过上海港、广州港，升至全国第三位；集装
箱吞吐量排名超越广州港，升至全国第四位。

据介绍，今年以来青岛港开通了三条集装箱航
线。4月 7日，山东省港口集团·THE联盟青岛港中东
集装箱航线正式 首 航 。 此 次 开 通 的 中 东 集 装 箱 航
线，是 THE 联盟在中国北方港口开通的首条中东直
达航线，沿途分别挂靠阿联酋的迪拜港、阿布扎比
港和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朱拜勒港四个中东国家
主要港口，并将青岛港作为航线首挂港和中国北方唯
一挂靠港。

同时，青岛港抢抓政策红利推动业务创新。山东
自贸区政策实施后首个油品政策落地，国内首票保税
原油混兑调和业务在青岛港报关出库，首创全国沿海
港口外贸原油国际中转业务。

不仅如此，青岛港生产效率屡创新高。在马士基
发布的 2020 年 1 月全球挂靠码头综合绩效排名中，青
岛港QQCT排名第一，原油、矿石、纸浆等作业均创
出今年装卸生产最高纪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青岛港一手抓生产经营，一
手抓疫情防控，确保了严峻形势下港口稳健发展。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青岛港密切关
注国内国外疫情动态，制定12条针对性防控措施，严
防外来船舶疫情输入，安全完成国外疫情地区来港船
舶作业556艘次。与此同时，青岛港构建海上“绿色通
道”，保障防疫物资运输，一季度共作业运送防疫物资
船舶87艘次，接卸应急物资878标箱。

同时，青岛港还提供优惠政策，全面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针对疫情期间客户痛点、难点，青岛港全面
开展用户需求调查，制定 30 项畅通物流的具体措施，
连续开辟“黄岛-高唐-武安”等 3条公铁联运全程物
流通道。

此外，青岛港助推董潍输油管道三期工程顺利投
产，为客户搭建起更加高效便捷的原油产业链“黄金
通道”，全面助力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 （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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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贸企业拓内需——

青岛“拼”多多
赵 伟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国
际贸易受到冲击。拥有2万余家外
贸企业、全年进出口额近 6000 亿
元的青岛，同样面临挑战。

4月 9日，青岛市政府与国内
电商平台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联合开展“出海优品·e 购青
岛”活动。双方将依托青岛产业优
势和拼多多平台优势，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共同帮扶青
岛企业拓订单、稳产能，促进青岛
外向型企业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协同
发展，进一步提振国内消费市场。

来青岛拍电影 可领补贴100万元
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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