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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媛 宋弢

6月1日，“第五届中国（青岛）国际邮轮
峰会”在青岛开幕。本届大会以“拓展邮轮经
济全产业链，助推邮轮产业创新发展”为主
题，有来自德国、英国、瑞典、摩纳哥、俄罗
斯、法国、菲律宾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
位嘉宾参会。

打造亚洲邮轮交流巅峰盛会

去年5月，第四届青岛邮轮峰会上世界旅
游城市联合会邮轮分会正式成立，为广大会员
提供了很好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各邮轮相关
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效渠道。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李宝春年认为，一年来，
邮轮分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扩大、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在有效促进邮轮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这充分说明搭建邮
轮分会平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本届峰会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旅游
局、菲律宾国家旅游局等11家会员单位又新近
加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邮轮分会会员总数
至此超过100家，成为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
邮轮行业组织。

峰会上还出版发布了《世界邮轮旅游城市
概况及中国邮轮旅游发展报告》，是国内首个
以旅游城市为视角，介绍世界、亚洲及中国邮
轮产业发展的专业报告，对中国邮轮产业发展
具有时效参考和积极指导意义。

据悉，峰会以“拓展邮轮经济全产业链，
助推邮轮产业创新发展”为主题，共设有邮轮
设计、邮轮投融资论坛、邮轮船舶翻新与维修
技术论坛、邮轮新技术应用论坛、邮轮旅游论
坛、邮轮人才论坛、邮轮销售培训&邮轮业务
一对一合作交流会7个专业论坛，行业专家针
对邮轮全产业发展探讨未来发展趋势及亚洲邮
轮合作共赢模式。本届峰会首次同期举办国际
邮轮船舶修造论坛和高端访谈两大板块，邮轮
修造论坛是国内目前范围最广、方向最多、最
权威的邮轮修造专业论坛，为行业专家和业内
大咖带来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

青岛市场潜力巨大还需深耕

作为亚洲邮轮产业重要交流平台，国内三
大最具影响力的邮轮会议品牌之一，这是青岛
市连续第5年举办“中国（青岛）国际邮轮峰
会”，五年的开拓与积淀使得邮轮峰会成为青
岛实施国际化城市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对于青岛的邮轮产业，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副主席、原希腊雅典市市政委员会主席弗提
斯·普罗瓦塔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青岛是一
个邮轮发展的重要城市，我对这座城市的邮轮
产业发展一直持乐观的看法，青岛举办国际邮

轮峰会对这座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峰会
的召开不仅可以影响青岛甚至可以影响全世界
的邮轮产业的发展，促进世界旅游的发展。”

同样对青岛市场充满期待的还有皇家加勒
比国际邮轮北亚太及中国区总裁刘淄楠。在他
看来，相较于起步较早的天津和上海，青岛的
腹地资源确实不占优势，但是从硬件和服务上
来看青岛完全具备超越的条件，青岛要想在国
内激烈的邮轮市场中脱颖而出，还需要持续几
年加大市场开拓和建设投入，形成错位竞争优
势。

目前国内邮轮市场全面“开花”，上海、
天津、大连、厦门、广州等沿海城市都在积极
建设邮轮港口，青岛邮轮母港身在其中，压力
不言而喻。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理事
长、副主任邱羚认为，青岛发展邮轮经济一定
要站在全球视野中进行战略定位，通过国际化
接轨打造开发融合的全产业链模式，从而使得
青岛邮轮产业在前五年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提
升。

开启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

作为全国发展最快的邮轮母港，为了发展

邮轮产业青岛专门成立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
局，制定《青岛国际邮轮港综合规划》，着力
将青岛国际邮轮港建设成为突出旅游文化特色
和邮轮旅游产业主导，带动游艇、航运、金
融、贸易等产业延伸聚集的“模式创新的先行
区”、“高端服务的前沿区”和“产业升级的
示范区”。

6月3日，峰会的最后一天，亚太最大、最
豪华邮轮诺唯真喜悦号在青岛邮轮母港进行了
中国“首秀”。诺唯真喜悦号是诺唯真游轮船
队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游轮之一，重达16 . 88万
吨，可容纳3850位客人。

“我们的邮轮母港开航两年来，共运营
邮轮170个航次，接待游客近20万人，今年预
计将接待100个以上航次。未来老港区8个货运
码头可改建成10余个大型邮轮泊位，老港区沿
线以东规划出4 . 1平方公里主城区稀有的存量
空间，超千万平方米的总建筑体，青岛邮轮
港总规模将迈入世界前列。”市北区委书
记、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局长郑德雁表
示，下一个5年，青岛邮轮港发展将进入全产
业链时代。

拓展邮轮经济全产业链

青岛引领邮轮产业新风向标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弢

“舌尖上的谣言”层出不穷

近日，一则“棉花肉松”的视频在岛城市
民的朋友圈刷屏：两位青岛大姨把从市南区费
县路某糕点店购买的肉松蛋糕放入盆中，加水
搅碎。在洗蛋糕的过程中，把杂质取出来，剩
下棉絮状纤维。据称，这些棉絮状纤维是棉
花。

视频传播广泛，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与该
糕点店发生消费纠纷，蛋糕店被迫停业。然
而，“有图未必有真相”，经山东省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检验，肉松蛋糕未检验出棉
花基因。两位青岛大姨“突发联想”制造的
“棉花肉松”视频属于地地道道的谣言——— 依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公安部门依法
对两人行政拘留5日。

网络给谣言的传播插上翅膀，给食品安全
本身、食品产业和普通民众，带来极大危害。
“毒豆芽”、“毒西瓜”……近年来，类似
“舌尖上的谣言”频频上演，在让人唏嘘不已

的同时，也发人深省。有数据显示，食品安全
领域谣言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网络谣言中
“舌尖上的谣言”占45%。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倩
说，食品谣言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公民法律意
识淡薄。此案无疑给大家提了个醒，即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对于一些可能危害社会秩
序的信息,一定要核实来源、慎重转发、理性
评论，不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加大造谣惩戒力度

“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
护和扩大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现行
法律规定。”张倩说，从目前法律来看，制
造、传播谣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
对造谣传谣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谣言对象造成
的损失不相匹配。

《食品安全法》规定，对“编造、散布虚
假食品安全信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欺诈行为

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单位和个人
编造、散布、传播虚假食品安全信息，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

张倩认为，上述规定或拟规定只是明确了
治安惩治“舌尖上谣言”的基本方向。但这与
一些食品谣言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明显不相符，
在法律层面上，要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传播
者的处罚、追责力度，对造谣情节严重的，要
坚决打击，追究其刑事责任。

张倩建议，在谣言面前，市民朋友要用一
个智者的身份来定位自己，不要因自己的武断
与随意，无形中充当了谣言的推手与帮凶，最
终伤及无辜、影响社会安宁。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

“要让科普跑在谣言前面。”青岛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姜昕认为，避免网络食品谣
言泛滥成灾，必须增强公众的食品安全科学素
养，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

姜昕说，信息公开是遏制谣言传播的“杀
手锏”，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

政府部门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应急响应
机制，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公开辟谣，采取多种
形式，将必要的食品信息告知公众。谣言面
前，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
闻媒体与公众形成合力，形成一道谣言防火
墙。

此次青岛警方及相关部门快速及时地作出
反应，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并开展正确的宣传
引导工作，最终取得了遏止谣言蔓延的效果。

在不少被采访者看来，让食品谣言“闭
嘴”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青岛市民张鹏晖
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食品安全谣言之所以有
市场，根源仍在于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还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面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谣言
时，不少群众都是“宁可信其有”，只有食品
环境到了让人放心的地步，才能真正消弭民众
的信任危机。

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认为，公众的信任度是终结食品谣言的关键，
而在重塑市民对食品安全信任度的过程中，生
产的诚信度、食物供应的可溯度、政府监管的
公信度、科学技术的支撑度、法律标准的保障
度、信息交流的透明度、健康饮食的普及度等
都是必不可少的。

遏止“舌尖上的谣言”任重道远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曲秋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3日，青岛公交集团与

青海省德令哈市市政府签署“新能源有轨电
车运营合作协议书”。这标志着青岛公交集
团取得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中国西部地区首
条有轨电车线路的经营权。

作为山东省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 青
岛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的运营企业，青岛公
交集团在有轨电车项目建设、交通信号、安
全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索出“青
岛标准”，并参与了全国有轨电车标准制
定。今年起，集团将有轨电车项目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走出山东参与多地有轨电车
项目的建设的竞标。

德令哈市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州府所在地，市区海拔2980米，地处“丝
绸之路”、“一带一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上。该
市新能源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包括T1线、T2
线，一期工程线路总长约14 . 23公里，全线共
设车站20座，设车辆基地和停车场各1座。

与青岛有轨电车示范线相同，德令哈新
能源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建设采用的也是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而且也由北京城建设
计发展集团承建。此外，该项目选用的车辆
也是“青岛造”——— 中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建造的无接触网供电方式的车辆。
该车辆采用蓄电池和超级电容结合的方式供
电，列车充满电仅需15至20分钟，单次充满
电可行驶20至25公里，沿线无需设置充电
桩，可有效节省整体造价。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中车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都是青岛有轨电车产业联盟
的重要合作单位。因此，在德令哈项目由北京
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承建后，青岛公交集团轨道
巴士公司便开始与德令哈市进行洽谈，推介青
岛有轨电车示范线运营组织、技术管理、安全
管理、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人才优
势，最终赢得了德令哈市政府的信任。

此次签约后，青岛公交集团将与德令哈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
集团合资组建德令哈有轨电车运营公司，推
广青岛有轨电车示范线成功模式，为其提供
运营组织、管理方面的技术、经验和咨询，
推行有轨电车管理规范“青岛标准”，协助
该市运营好有轨电车。

青岛公交集团取得西部地区首条有轨电车经营权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6月4日透露，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印发《关于通报2016年度海
绵城市试点绩效评价情况的函》，青岛在全国第二
批14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中，绩效评价排名第二。

2016年，青岛成为全国唯一的海绵城市和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双试点”城市。一年来，为推动海
绵城市建设，青岛出台了多个相关文件，组织制订
了多项配套政策制度及技术导则。截至目前，青岛
海绵城市试点区域累计开工项目38个，其中已完工
项目18个，在建项目20个，累计完成项目立项195
个，建成海绵城市面积约3平方公里。

今年4月，按照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2016年度绩效评价的工作部署，住建部牵头组织
专家对青岛进行考核，实地查看了8个试点项目建
设情况，听取了市海绵管廊办及有关单位汇报。专
家组肯定了青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各项工作，认为
青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选择突出“问题导向”，
与其他试点城市相比，老城区所占比例较高、实施
难度大，示范意义更为突出。

其中，李沧区是青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亮点
区域。该区共组织完成李村河中游整治、华泰社区
改造、梅庵新区整治、文昌路海绵化改造及沧口公
园改造等8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建设。

根据有关计划，2017年青岛将完成试点项目总
量的70%。

青岛海绵城市试点

绩效评价全国第二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商务部函复青岛市政府，

支持青岛设立中英创新产业园。该园区设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国际经济合作区内，定位是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集聚区，将重点引进创意影视、健康医疗、文
化旅游、商贸服务、中介咨询等服务贸易产业，建
设中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商务部复函提出，青岛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
与英国地方城市的经贸合作，认真研究英国服务业
发展现状，重点引进符合我国引资政策的英国优势
产业部门，并按照“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
作”的原则，指导企业参与对接活动，稳步推进中
英创新产业园建设工作。

英国是青岛在欧洲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双
向投资和贸易领域有良好的基础，合作前景广阔。
2015年12月，商务部将青岛列入中英地方贸易投资
联合工作组成员，确定为首批4个中英地方合作重
点城市之一。以此为契机，青岛积极落实商务部关
于加强中英两国地方贸易投资合作的总体部署，着
力构建青岛与英国地方双向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工作
新机制，不断提升对英交流层次和水平。

中英创新产业园建设

获商务部支持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2日，青岛市举办2017年高

考、中考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从现场获悉，今年
青岛共有35055名考生参加6月7日、8日的夏季高
考，全市共设11个考区，31个考点，1197个考场，
启用了8个试卷保密室。

与往年相比，今年夏季高考主要发生如下变
化：本科录取批次合并；取消少数民族加分；新增
山东省医学生免费教育招生计划；退役士兵单独招
生免费教育试点；普通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
院校增加了“浙江大学”；填报志愿增加手机验证
码。

市招考办表示，今年青岛有10名残疾人考生参
加高考，涉及到5个考区、8个考点。根据教育部和
省考试院的有关规定，青岛将为这些考生提供大字
号试卷、免除外语听力考试、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
蜗入场、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等相关服
务。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市招考办将通过网络举行
一系列的填报志愿、志愿指导等活动，讲解政策、
帮助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青岛今年35055名考生

参加高考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经过食药监管部门审查，6月1

日，在胶州市中云街道二里河小区经营杂粮店的李
伟，领到了由胶州市中云街道食药所发出的青岛首
张《山东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证书。

6月1日起，《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
摊点管理条例》施行。根据《条例》，小作坊和小
餐饮首先要实行登记制，取得《山东省小作坊小餐
饮登记证》后，方可从事相应的食品加工经营活
动，对食品摊点实行备案制度。

首张小作坊小餐饮

登记证发出

□记者 李媛 报道
6月3日，首艘专为

中国市场打造、亚太最
大邮轮诺唯真喜悦号在
青岛国际邮轮港开启全
球首航。邮轮总吨位
16 . 8万吨，是目前以中
国为母港出发的最大吨
位邮轮。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27日，市南区八大关

街道办事处联合青岛市文登路
小学举办“向科技工作者致
敬”活动，15名爱好科学的小
学生代表来到栖霞路15号，为
我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郑守仪佩戴红领
巾，并送上自己的毛笔、国
画、陶艺作品作为礼物，表达
对院士奶奶的崇敬之情。郑守
仪则拿出有孔虫知识卡片，分
发给小学生，并给大家讲述海
洋知识。

“向院士奶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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