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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以来，在区域经济发展
方面，我省一些地方作出了成功的探索。以
市为单位的县域经济的突破，正成为山东转
方式调结构，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个亮点。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选择一些有特色的
区域，盘点县域经济的发展的新做法、新经
验、新作为，以便相互借鉴，相到启发，共
同推动山东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 本 报 记 者 王景强
本报通讯员 吴彦 周宗伟 王方江

千年商都揭开时尚一页，“品牌建设
年”收获秋的丰硕。

10月4日—7日，由省经信委、青岛市政
府、省纺织工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
(即墨)国际时装季”在即墨鳌山湾举行。

为期4天的时装季，让即墨这座“中国
针织名城”与来自国内国际时尚界的一线企
业、机构亲密互动。霓裳羽衣的背后，蕴藏
着一个县级市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转型过程中以品牌撬起纺织服装千亿产
业的雄心。

山东服装业的国际T台

“给我们发了票，晚上去看开幕式演
出，听说来了很多大腕”。10月4日下午，
温泉镇一眼镜店老板李女士兴奋地对记者
说。

“大腕”很多，不仅是演艺界。
有法国时尚公会主席、英国曼彻斯特城

市大学艺术学院国际发展负责人、美国《life
style》主编等时尚名流，有哈佛大学教授杜
维明、台湾《汉声》创始人黄永松、知名艺
术家朝戈等文化名家，有台湾小智研发创始
人黄谦智、中国设计师最高奖“金顶奖”获
得者计文波等设计大家，有来自北京爱慕、
广州例外、上海堡尼等品牌企业的商界领
袖，更有来自国家工信部和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的专家……

名家名牌名品云集，时装季给了即墨、
给了山东服装行业一个国际化的T台。
10月4日晚上的开幕式，是一道华美的品牌
盛宴。在中外模特T台秀的穿插点缀下，即
墨本地的企业即发与北京爱慕、白领等企业
联袂进行了新品展示。

开幕式的重头戏是山东纺织服装行业
“品牌建设年”活动颁奖，“齐鲁品牌建设
名家”、“山东省服装品牌建设示范企
业”、“山东省服装成长品牌”和“山东省
服装行业知名品牌”四大奖项一一颁出。包
括即发、红领、亨达等即墨企业在内的获奖
企业为服装行业的品牌建设提供了标杆。

“服装产业是凝聚时尚和文化的产业，
是凝聚品牌和价值的行业，抓好品牌建设对
服装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省经信委巡视员
李建生说。

10月5日的鳌山湾论坛是一次探究时尚
产业发展的智慧之旅。26位国际国内时尚领
袖、文化名家和设计专家、企业家围绕“智
观点、智设计、智思享”进行了演讲和交流
互动。时尚产业品牌的“世界格局”和“中
国机会”成为研讨的中心话题。

《Life Style》主编Nels Frye(费志远)
认为，从世界范围而言，快时尚的阶段快要
过去了，现在是需要真正品质制造的服装，
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知名设计师计文波认为这同样是中国设
计师的机会，“中国的品牌要实现国际化，
一定要有国际化的设计师；中国的设计师要
实现国际化，一定要依托中国的品牌。”

而最根本的，则是要有文化自信，要
“做出自己”。“鳌山湾论坛，启发我们在
既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时代价值，启发
我们要体现人文情怀，尊重人的创造力。”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
明说。

同期举办的纺织服装品牌合作暨产业链
对接商洽会，是本次时装季的“重头戏”。
省服装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建国介绍说，
本次商洽会进行了诸多创新，一是摒弃国内
展会等客上门的“展销”模式，会前了解需
求，组织资源实现了预约洽谈；会后跟踪服
务，促成合作成果。二是结合服装企业转型
发展需求，设计了“品牌建设、技术交流、
渠道拓展”三个“主题日”，邀请国际嘉
宾、行业领导、企业代表、技术专家举办了
10场专题讲座，阐发推广国内外纺织服装业

的新趋势、新业态、新技术。
精准服务实现精准对接。本次商洽会，

吸引了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36
家品牌企业、知名机构和63家国内企业参
展。23家即墨本地企业集体亮相，第一次在
家门口与国际知名品牌同台展示、交流合
作，这些收获甚丰。

商洽会现场，记者看到亨达集团董事长
王万吉与意大利Formentini女鞋制造商经过
一个小时左右的洽谈，达成了合作意向，而
即发集团服饰销售公司总经理王林安则与英
国设计师Alison Welsh达成品牌设计合作。
青岛红妮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勇全告诉记者，
“商洽会的主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把公
司的营销、设计人员全带过来了。”

据悉，商洽会上，即墨本地企业带着
110多项需求，商洽对接320余次，达成合作
意向70多项，现场签订合作协议17项。

商洽会的效应也给省内的其他企业带来

了机遇。来自济南商河的山东宏业公司副总
经理李勇告诉记者，他们是济南市纺织服装
市场专业委员会组团前来的，“没想到商洽
会的层次能这么高。即墨市搭建了一个大平
台，让企业共享。”

而青岛元中制衣有限公司的牟翠平说：
“我做了12年的外销，从来没有参加一次国
内的展会，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商洽会，就与
一家大商场达成了合作意向。”

“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商洽会打造成为
山东纺织服装行业品牌及商贸合作的国际化
专业服务平台。”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夏志
林说。

千亿产业的“品牌智造”

时装季的背后，是即墨市打造纺织服装
千亿产业的发展雄心，是即墨纺织服装产业
以品牌为支点撬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成长智

慧。
纺织服装产业是即墨市的传统优势产

业。作为“中国针织名城”，经过多年的规
模扩张，即墨市拥有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
200多家，拥有“即发”、“红领”、“亨
达”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
构筑起棉纺、针织、梭织、服装加工等一条
龙的产业体系，2011年实现规模以上产值
488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达到31 . 3%。

但同时，随着土地、人力等成本优势的
弱化和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以出口外销为
主的即墨纺织服装产业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
一样，面临着在国际产业链上低端锁定、成
长乏力的风险，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
力。

即墨市副市长闫丕云告诉记者，2012
年，即墨市正式将纺织服装产业确立为重点
打造的两大骨干产业之一，到2016年实现年
产值过千亿。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实现千亿产业的发
展目标？即墨市的答案是，“品牌智造”。

以品牌带动企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即
墨市纺织服装产业企业在依靠质量、工艺和
技术创新稳定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着力强化
品牌合作、品牌营销特别是自主品牌建设。

“领头羊”即发集团推出了自主品牌
“巴莱斯卡蒂”等新品，2012年上半年实现
新品产值率45%以上。这个创造了“每五个
日本人就有一人穿即发生产的内衣”出口神
话的企业，正在品牌经营上高端发力。

红领集团依托自主研发的、目前行业内
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服装定制平台，以自主品
牌进入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在国内开设了300多家品牌直营店。

亨达集团与知名品牌美国GUESS、世
界500强企业日本丸红、世界快时尚模式典
范瑞典H&M等国际品牌实施了战略合作，
以强大的研发创意支撑多品牌战略。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青岛红纺集团，通过
成功运营7支国际化品牌，在短短的数年间
实现了从贴牌“苦力工”到品牌“操盘手”
的转身。

以区域品牌建设带动集群壮大腾飞。即
墨市工信局局长任日平告诉记者，即墨市正
着力进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建设，包括公共
服务品牌、设计研发平台品牌、集群商务服
务品牌以及企业和产品品牌等，着力营造有
利于品牌发育滋长的品牌生态系统。国际时
装季就是区域品牌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时装季就是一个推动品牌智造的智慧
场、能量场。”即墨市市长郑德雁说，中国
服装产业正处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的转型时期，需要构建世界格局下的品
牌基础和能力，运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智
慧、资源和成功实践，全方位驱动“中国智
造”生根发芽，带动区域品牌的创造力建设
和转型提升。

千年商都的时尚梦想

时装季的举办，让“千年商都，泉海即
墨”的形象，绽放在世界的面前。

“齐有即墨之饶，而联袂挥汗与临淄并
夸殷盛”。即墨自战国以来即是经济重镇、
商都大邑；近代以来，又承继“上、青、
天”三大纺织工业基地之青岛纺织工业的精
魂，一脉时尚流传千年。

蓝色潮动鳌山湾。近年来，在实施国家
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进程中，青岛蓝
色硅谷核心区选址落户于即墨的鳌山卫镇、
温泉镇。国家深海基地、商务部软件服务外
包基地等高端科技项目和港中旅海泉湾、青
岛中欧休闲乐园等大型旅游项目纷纷在此落
户，一座低碳生态、世界一流、国际标准的
滨海新城正在这里加速崛起。

山与海的合唱，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历
史荣光与未来希望的交集，使得千年商都即
墨迸发无尽的活力。

省经信委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王晓介绍
说，正是基于即墨市纺织服装产业具备品牌
发展和产业腾飞的坚实基础，基于鳌山湾优
越的自然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态势，在省、青
岛市和即墨有关方面与国家相关行业协会的
反复酝酿下，国际时装季才最终落户于此，
并将每年举办。

即墨通过汇聚资源、智慧、创意、设计
的力量，形成注意力影响和旅游发展新要
素，以此打造能影响中国时尚产业发展、展
现中国时尚产业国际新形象、新势力的“时
尚高地”，打造“时尚界的博鳌”。

□ 本报记者 刘明洋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不会想到在国庆
长假的即墨，在即墨的鳌山湾会汇聚起那样
多的时尚元素。几天的服装季，让看过的人
都感觉到了时尚之风。

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国际时尚界的腕级
人物光临，也不仅是因为众多服装时尚品牌
参会，也不仅是因为模特们精彩的时装秀表
演，更在于，即墨正在把时尚作为服装产业
转型发展的一把钥匙，而且，已经起步前
行。

在全部的词汇中，时尚二字，可能是与
服装服饰产业关联度最强的。时尚，体现着
服装产业的潮流，具有前沿性、持续性、领
先性等特征；时尚，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是物质与精神的高度融合；时尚，也有着丰
富的人生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观，一种
处事态度，一种生活方式；时尚，还具有社
会意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时尚所包容的元素里面，我们会看到
地理元素、创意元素、文化元素、生活元
素、情感元素、历史元素，等等。而这些，
汇聚到即墨，就使得千年商都的传统带有现

代的特征，使得时尚不仅是一个行业概念、
文化概念，还成为一个价值概念。这个概
念，传递和张扬着即墨的传统与文化，又创
意着即墨服装产业的未来；这个概念，从即
墨出发，一定带有着浓浓的即墨区域特征，
但又会走向世界，具有超越本土的国际价
值。

在即墨，时尚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
于，助推即墨实现以时尚为纽带的国际化步
伐。

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即墨选
择无国界的时尚作为产业升级发展的突破

口，致力于将鳌山湾打造成为具有中国本土
特色又具有国际化水准的时尚高地，则很有
些志存高远的味道。

聚集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将鳌山湾打
造成一种时尚符号，承载起创造时尚、研究
时尚、发布时尚、交流时尚、感受时尚、领
导时尚的功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时尚互动
的高地。这是一种志向，本身也是对于区域
发展的有效的创意。

区域的发展与成长，可以选择不同的模
式，不同的路径。即墨的时尚梦想，值得我
们一起期待。

■深度解读·2012区域在突破

时装季，一个区域的国际梦想

■记者视点

时尚，无国界

□通讯员 王晓飞 记者 杨学莹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建管局获悉，日前，美国麦格

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发布了2012年度ENR（Engineering
News-Record）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和全球承包商排
名，我省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山东电力基本建设
总公司、青岛建设集团公司、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
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其
中，前3家企业入选最大225家全球承包商。

ENR中文译名《工程新闻记录》，是全球工程建设
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杂志。最大国际承包商的排名标准为企
业境外工程承包收入；最大承包商以公司工程承包总收入
进行排名。本年度我国内地分别有52家、41家企业在这两
项评比中上榜。

4家鲁企入选全球
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

□乔显娟 张海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近期召开的全省林场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会议获悉，与2008年相比，目前全省已根除4个
乡镇级疫点，压缩疫情面积6000亩，全省没有发现新的疫
情点，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

松材线虫病（上图）传入我省后，全省已有5个疫情
市，6个疫情县(市、区)，15个疫情乡镇(办事处、林场)，
发生面积1 . 2万亩。松材线虫病是头号林业有害生物，特
别是我省有600万亩松林资源，一旦发生疫情，监测普
查、除治难度都很大。目前全省防控工作的形势依然严
峻，我省确定到2013年必须彻底根除4个县级疫情区，基
本拔除两个疫情区，全省不出现新的县级疫情区。

全省松材线虫病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已压缩疫情面积6000亩

□宁友鹏 报道
时装模特在展示时装品牌设计新品。

□张海峰 杨建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局在济南组织召开山

东省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程用地预审工作会议上获悉，我
省将加快推进配套工程用地预审手续办理工作，确保年底
前第一批项目全部顺利开工建设。

据悉，各级南水北调办事机构倒排工期，压茬推进，
要严格按照省指挥部与各市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状确定的
事项，确保各供水单元工程可研、专项报告按时限上报。
配套工程是消化南水北调调江水量的关键工程，既要与各
地现代水网规划相统一、相协调，又要相互区别。在上报
配套工程可研报告时，要严格区分配套工程和其他工程的
投资渠道来源，省里仅对配套工程部分进行审查和批复，
其他工程要按照投资分摊的原则，由各地形成明确的建设
和投资渠道。

我省加快南水北调
续建配套工程用地预审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近日，山东省鲁

南药物研究院在菏泽开发区正式挂牌成立。
山东省鲁南药物研究院作为创新药物孵化基地的骨干

平台，将集中科研力量、资本运作和政府支持等多方优
势，有效整合人才、技术、资本及信息资源，与国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进行药物大
品种技术改造与关键技术攻关，促进生物技术在现代中
药、基因工程药物、功能保健品等领域广泛应用，推动菏
泽市医药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鲁南药物研究院成立

□张海峰 张圣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在日前结束的中国森林公园发展30周年

纪念大会上，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公布了中国森林公园发
展三十年来30个“最具影响力森林公园”，蒙山国家森林
公园成为山东省惟一获此殊荣的森林公园。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94年12月，现为国家4A级
旅游区，2011年被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省森林文化研究
会评为全省首批“十佳森林旅游胜地”。近年来，该公园
已成为省内最具代表性的山岳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年1至9
月份实现旅游总收入4000余万元。

蒙山获评全国“最具
影响力森林公园”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贠军锋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山东检验检疫局分别退运了一批

来自朝鲜和印度的铁矿掺杂限制类固体废物氧化皮货物，
成功避免了境外固体废物非法入境。

近期，该局先后受理一批由日照昱帆物流有限公司代
理报检的朝鲜进口铁矿，和一批由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
代理报检的印度进口铁矿。检验人员在对上述两批进口铁
矿进行现场检验时均发现货物中夹带片状物，经进一步调
查并经实验室检测发现，该两批货物夹带片状物的X射线
衍射图谱与氧化皮图谱一致，定性为氧化皮。

该局所属岚山办事处和黄岛局对上述两批货物均及时
出具了《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同时致函当地海关。随
后，来自印度铁矿分两批随“WAN HAI/212”轮驶离黄
岛，退运至泰国LAEM CHABANG；来自朝鲜铁矿由
“GOLDEN WISE”轮装载驶离日照港，退往朝鲜。

山东截获掺杂
固体废物进口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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