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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

扶贫协作需政府主导，也需市场发力。数年
来，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以市场为纽带的青岛式
产业合作，在陇南和安顺相继展开。

热烈奔放的麻和辣，是镌刻在秦巴山区群众
舌尖上的味蕾记忆。如今，在青岛的帮助下，甘
肃陇南实现了“麻椒—麻辣—麻辣兔”发展模式
的步步升级。

“武都山大沟深，耕地稀缺，麻椒是当地传
统产业。2018 年，我们帮当地引进多个辣椒品
种，实现‘双椒’套种，打造出‘麻辣’产业升
级版。”正在武都区挂职副区长的青岛干部隋俊
昌介绍说。

优化当地作物品种，只是青岛帮扶陇南的第
一步。通过企业和产业布局，将整个产业链串起
来，为当地扶贫注入持续动力，是近年来青岛帮
扶工作的着力点。在陇南，农户种植的辣椒成熟
后，会被山东湘鲁食品有限公司以市场保护价收
购。去年，青岛利和萃取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陇南
成县投资建成花椒加工项目，达产后可年处理花
椒4000吨。

“陇南气候干爽，自然资源丰富，靠近四川
等兔肉消费市场，综合考虑后，我们决定在这里
建设全球领先的养兔场。”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该项目达产后，除肉兔养
殖，还可带动当地牧草种植、兔肉加工、餐饮
业、旅游业等发展，形成跨一、二、三产业的完
整产业链。自此，陇南当地正式开启“麻辣兔”
发展模式。

与康大不同，青岛旅游集团看中了陇南当地
的旅游资源。“去年，我们跟宕昌县官鹅沟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当
地旅游业。除直接就业外，项目可通过延长产
业链条辐射周边 8 个行政村，带动千余贫困人
口增收。”来自青岛的官鹅沟大景区管委会主
任助理袁绍明介绍说。

与青岛有着24年帮扶情缘的贵州安顺，更是
随处可见“青岛元素”：

安顺西秀区双堡镇上，青岛榕昕集团带来的
先进模式和经验，填补了当地奶牛畜牧业的空
白；镇宁自治县里，青岛投资的贵州红星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企业24年的扎根
成长，为当地有色金属产业插上了腾飞翅膀；已
建成启用的青岛安顺共建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
投资项目71个……

如今，青岛提出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贵州则被誉为“大数据之都”。未来，随着加深
合作，二者强强联合产生的效果值得期待。

资料显示，仅2016年以来，青岛已累计在安
顺和陇南投资 138个产业合作项目，实际投资额

24.53 亿元，涉及农业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健康
扶贫产业、旅游合作开发产业等，累计带动当地
6.5万名贫困人口就业。

民生为本的针对帮扶

保证就业，是稳定贫困地区民生的要事。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劳务扶贫工

作带来一道“加试题”。为保障特殊时期贫困劳
动力稳妥就业，青岛包机包车将贫困劳动力直接
送达企业，还多次举办“对口扶贫协作”网络招
聘专场。截至5月底，青岛共接受陇南、安顺籍
务工人员154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936
人。来自安顺关岭地区的刘永会一家三口都在青
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我经常在电话
里告诉老乡，青岛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平均
每人每月工资4000余元，每人每月还能享受到政
府发放的 800元就业补贴，连来回安顺的机票都
能据实报销。”

今年大年初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张妍
和葛均华就主动乘机前往安顺，积极参与当地医
院疫情防控、人员培训、筹集物资和病房改建等
工作。目前，青岛已累计派出85名医务人员前往
安顺、陇南支援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疗卫
生服务保障。

在安顺、陇南当地，青岛还以打通供应链为
主要目标，瞄准消费扶贫，拓宽当地农特产品销
售渠道，实现“安货”“陇货”快速变现。

借力“青岛百日万店消费季”，青岛于今年4
月策划“青岛—安顺扶贫消费月”，在青岛利群
网上商城专设“安顺特色产品馆”，一个月内销
售 3761 单，销售金额超 180 万元，益贫带贫 650
余户。

线上消费扶贫成果斐然，青岛线下消费扶贫
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如今，青岛街头散布着近50
家安顺、陇南特色商馆，专门售卖两地特色农
产品，至今已累计销售 10 亿元之多的“安货”

“陇货”。
“今年，我们正在策划一个公益性活动，邀

请青岛籍演员、运动员等明星，为包括安顺、陇
南在内的东西扶贫协作地区进行消费扶贫代言，
以明星效应加力扶贫协作地特色农产品购销。”
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窦宗
君介绍说。

加强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青岛胶州市与安顺镇宁县是扶贫协作的结对

“亲戚”。2016年以来，胶州每年都派出一支由 9
名高中全科老师组建的支教团队，在镇宁民族中
学设立“胶州班”，开展“嵌入式”教育扶贫，
把东部先进教育理念输送到镇宁县。去年，镇宁
民族中学“胶州班”高考一本录取7人、二本录
取 21 人，其中 10 名学生来自贫困户家庭，本科

率高达70%，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打造了教育帮
扶新样板。

深化协作的扶贫样板

青岛与安顺、陇南的情谊深厚，虽山海相
隔，却愈走愈近。

位于陇南市人民政府西侧、兰渝铁路陇南站
正对面的主干道，被当地人命名为“青岛街”。
此外，在陇南市武都区还有一条路以青岛西海岸
区命名的“西海岸街”。在陇南市其它县，也各
有一条路分别以青岛市对口帮扶区 （市） 的名字
命名。陇南当地人通过这一形式，表达着青岛人
民的感谢。

无独有偶，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也有一条“青
岛路”。这条路全长3.8公里、宽30米，贯穿青岛
安顺共建产业园区内，无声地展示着安顺与青岛
的常青友谊。

地上，一条条平坦宽阔的马路，见证着青岛
与安顺、陇南深厚情谊，空中，两条新开通的航
线则大大减少了青岛与安顺、陇南交流的时间成
本：青岛—安顺、青岛—陇南航线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开通，架起了便利快捷的空中友谊
桥梁。

6月初，青岛安顺陆铁海联运开通起运。该
项目通过延伸物流链，以“端到端”全程物流
服务，开发“海铁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实现
山东、贵州两省货源“重去重回”，为当地和双
方企业的金融商贸、全程物流、通道建设和
绿色环保平台建设提供强力支持。近期可形
成 15 万吨每年的到发量，实现整体物流成本
下降 15%。

同一天，在山川秀丽的安顺紫云县，青岛首
家异地专家工作站——“青岛市特色农牧业专家
工作站 （紫云站） ”正式揭牌，成为青岛跨区域
扶贫协作的新尝试。

青岛与安顺、陇南民间交流越来越密切，三
地的“顶格协商”也日益频繁。

据统计，今年以来，青岛已分别与安顺、陇
南召开17次视频会议，副区 （市） 级以上领导召
开扶贫协作会议 150 多次，9 个区 （市） 党委或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赴安顺、陇南结对县 （区） 全
覆盖对接交流。

6月3日至6日，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
记王清宪在甘肃、贵州对接考察时表示，脱贫攻
坚有期限，东西协作无止境。青岛将与安顺、陇
南在“双赢”理念、市场逻辑、资本力量框架
下，探讨持续协作新路径，以开放视野拓展扶贫
协作新空间，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示范样板。

亲戚越走越近，感情越走越深。跨越千里，
青岛与安顺、陇南的山海情缘正在持续加深，协
作成果日益丰硕。

本报电 日前，青岛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前 5 个
月，青岛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2374.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2.5%。其中，出口1383.6亿元，增长7.5%。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的有序推进，青岛外贸进出口呈现出
诸多亮点。

贸易进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前5个月，青岛一般贸易进出
口 1618.3 亿 元 ， 增 长 15.5% ， 占 全 市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68.2%，较去年同期提升 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12.6%，
进口增长20.6%。

青岛民营企业不断优化贸易结构，进出口增长稳定。前5
个月，青岛民营企业进出口1503亿元，增长12.3%，占全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63.3%，占比提升5.6个百分点。

前5个月，青岛对东盟、欧盟进出口逆势增长，对美国进
出口下降。东盟为青岛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东盟贸易总值
332.6亿元，增长28.9%，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4%。欧盟
为第二大贸易伙伴，青岛与欧盟贸易总值为312.3亿元，增长
11.9%，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13.2%。而美国作为第三大
贸易市场，进出口254.9亿元，下降7%。

此外，前 5 个月，青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690.5 亿元，增长 15.6%，高出全市整体增幅 13.1 个百分点，
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9.1%。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大幅增长。通用机
械设备、集装箱、电视机、冰箱、汽车等商品出口量增加。
前5个月，青岛机电产品出口636.1亿元，增长8%，占全市出
口总值的 46%。同期，青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298.2 亿元，
增长8.5%。

同时，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呈现倍增之势。前5个月，青岛
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 8.6亿元，增长 6.3倍。其
中，跨境直购出口4.9亿元，增长7.9倍；网购保税进口3.6亿
元，增长6.7倍。

据了解，仅5月份当月，青岛外贸进出口即达到476.5亿元，
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294.8亿元，同比增长9%。 （宋晓华）

首家线上“上合特色商品馆”开馆
本报电 日前，国内首家线上“上合特色商品馆”在青岛正式

开馆。该商品馆是上合示范区与京东联手打造的跨境电商平台，精
选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品，实现“一站式”销售，依托京东集团物
流、支付、流量、技术等全链条服务，为入驻企业、从业者提供全
方位的电商服务，以跨境电商为桥梁增进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互
联、商品互通，进一步丰富国内消费者网购需求。

开馆活动吸引了近百家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及关联企业代
表参加，线上直播间观看总人数达到132万，成交14576单，实现销
售额 115万余元。目前，已有俄罗斯出口中心等 20余家国内外企业
计划入驻上合特色商品馆。

上合示范区国际道路运输通道开通
本报电 日前，两辆载有防护服、建材、轮胎等货物的斯堪尼

亚型挂车从位于上合示范区的中国传化 （上合） 国际物流港启动出
发，7 天后这批货物将到达 5600 公里外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
干。这是上合示范区首次进行国际陆路运输任务，也标志着上合国
际道路运输TIR（国际公路运输系统） 通道正式测试运行。

据介绍，TIR 为国际跨境货运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
统，可有效简化货物通关程序，节省运输时间与成本，为上合组织
国家间的跨境运输与贸易提供便利。

渔业航母“蓝海101号”顺利返航
本报电 日前，黄海水产研究所“蓝海101”号海洋渔业综合科

学调查船，在圆满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黄渤海科学考察实验研
究共享航次春季航次任务后，驶回国家深海基地码头。该航次搭载
了8家科研院所、高校的39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历经13天
2800海里的航行后，带回21298个水文等观测数据，为全球变化和人
类活动背景下黄渤海海域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科
学依据。

据悉，“蓝海 101”号是我国海洋渔业科考船体系建设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被誉为“渔业航母”。

全球首艘10万吨级养殖工船开建
本报电 近日，青岛国信集团、中船集团北船重工正式签约，

建造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此船预计于2022年
3月交付。投产后，预计年产精品鱼类4000吨。

此次签约建造养殖工船名为“国信一号”，载重量约10万吨，养
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船长249米，单船投资约4亿元，拟开展大黄
鱼、石斑鱼、大西洋鲑等名优鱼种养殖。

大件物流首个智能无人仓启用
本报电 近日，由日日顺物流建成的国内大件物流首个智能无

人仓在青启用。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黑灯”作业，每分拣一件大
件产品仅用 20秒，每天可自动拣选出库 24000件大件商品，仓储能
力辐射胶东都市圈。

据了解，该大件物流智能无人仓，不仅率先集中应用全景智能
扫描站、关节机器人、龙门拣选机器人等多项定制智能设备，还采
用了5G技术、视觉识别和智能控制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

青岛侨联“侨胞之家”成功揭牌
本报电 6 月 10 日，青岛侨联“侨胞之家”成功揭牌。该“侨

胞之家”融“联谊交流、洽谈合作、便民服务、侨情收集、文化建
设”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将作为青岛侨界群众的日常固定活动场
所。青岛将以此为载体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涉侨联络联谊、知识讲
座、主题座谈、侨法宣传及法律咨询等侨界群众性活动，提升服务
侨界群众的综合能力。

（本栏目整理：宋晓华 沈卫民）

本报电 6月13日，装载612
标箱的“海陆克勃格”轮经胡志
明港、香港港、大连港后顺利靠
泊山东港口青岛港，至此，山东
港口青岛港海陆马士基进口直达
冷链新航线成功首航。

这是继今年 5 月份成功开通
山东港口海丰东南亚冷链快航
后，山东港口在短短一个月时间
内开通的第二条冷链航线，标志
着山东港口加快由单一的生产资
料港向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综合

运输港转型，将进一步构建东南
亚航线对接上合经济示范区的低
成本、高效率生活资料进口物流
大通道，对稳外贸促消费，满足
青岛及山东腹地民生需求，推动
山东与东盟经贸合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据 海 关 统 计 ， 今 年 前 5 个
月，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贸易总值 1.7 万亿元，增长
4.2%。山东港口敏锐洞察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国际物流链条变

轨带来的机遇，以冷链快航开通
为切入点，全力破题冷链物流业
态升级，加快建设中国北方生活
资料分拨中心。

此次航线为海陆马士基开通
的进口直达冷链航线，为客户提
供越南胡志明港至大连和青岛的
直航产品，火龙果、香蕉、鱼片
等东南亚特产水果及海鲜产品仅
需 5 天就能到送达青岛。同时，
该航线配合 PH4航线，形成了周
二、周六“一周双班”的越南航

线布局，为客户出口货物提供了
更多选择。

在海向冷链航线不断发力的
同时，山东港口还积极在陆向落
子布局。5 月 20 日，中国北方生
活资料 （济南） 分拨中心建设正
式启动。该中心将着力打造生活
资料集聚分拨、冷冻冷鲜贸易销
售海公铁综合枢纽、中欧班列集
结发运中心、国际航运集聚中心
以及物流园区发展新典范。

（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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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处胶东半岛、黄海之滨，是中国改革开
放前沿阵地。数千公里外的贵州安顺与甘肃陇南，
一个位于喀斯特地貌集中区，一个则地处秦巴山
区，虽然发展日新月异，但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
巨。2016年，青岛与这两地正式开启新一轮东西
部扶贫协作。

仲夏时节，陇南武都区安化镇艾湾村内花椒
果实压满枝头。花椒树下，从青岛引进的辣椒苗
已齐膝高。此时，安顺西秀区的青岛奶牛哞声阵
阵，青岛安顺共建产业园内车辆往来不息。一个
个生动的扶贫产业场景，为当地发展持续注入强
劲力量。

青岛医疗专家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九岭村为村民义诊。 资料图片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官鹅沟草药谷项目效果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