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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弢 薄克国

跟跑、并跑与领跑

“青岛在全省坐标中，要当好全省经济发
展的龙头；在全国坐标中，要争创国家中心城
市；在全球坐标中，要努力建设国际海洋名
城。我觉得张江汀书记的讲话对青岛市的定位
非常精准，高屋建瓴，为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
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12月8日，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虽然科学本身无国界，但是科学家从事科
学研究，都是以国际最高水平来作为衡量标准
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瞄准国际前沿，瞄准
国际最高水平开展科研。”王凡介绍：“我们最近
对海洋生态的研究，在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
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的转变。”

当日，海洋国际标准“海底区海洋沉积物
调查规范——— 沉积物间隙生物调查”项目在青
岛启动，这是首个由中国制定的关于海底区海
洋沉积物调查的国际标准。

王凡担任国际标准管理协调组组长一职。
他说，之前中国在海洋领域没有制定过国际标
准，此次启动的是中国第一个有关海洋调查的
国际标准，将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海洋
领域开展相关的海洋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为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海洋领域友好合作迈出重要一
步。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在青岛市
项目现场观摩总结会上讲话指出，坚持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紧紧抓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是青岛今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
在，是青岛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转变的“杀
手锏”。

“海洋是青岛最大的优势，我们更要通过
创新厚植这一优势。”王凡表示，“未来，我
们将积极学习贯彻青岛市项目现场观摩总结会
精神对海洋工作的高定位，组织力量，创新机
制，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使得我们更多的科
研成果走在世界前列，为建设青岛国际海洋名
城作出重要的贡献。”

人与城市共命运

观摩总结会上，青岛将新目标紧紧锁定
为：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奋力把
青岛建设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美丽、更
加独具魅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率先走在前列。

一座城市，怎样算是“富有活力”？就是
整个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各种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创新创业活力
充分迸发，社会文化包容，人文精神向上，思
想观念新、发展模式新、经济业态新、体制机
制新，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实际上，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美丽
和更加独具魅力并非独立的个体，他们相互之
间有很大的关联。”在认真学习张江汀同志在
青岛市项目现场观摩总结会上的讲话后，青岛
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认为，城市时尚美丽、独
具魅力了，就能够吸引人才、吸引企业、吸引
项目，吸引一大批国内外的机构进驻，从而进
一步推动青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美丽、更加独
具魅力，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各
个方面，关键在于调动“企业”和“人”的积
极性、能动性，让市场活起来、让社会活起
来。美国硅谷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地方之
一，活力的主要标志就是企业多、人才多，孕
育了大小上万家技术企业，其中不乏苹果、谷

歌、英特尔、惠普、思科等知名高科技公司；
硅谷是吸引全球人才的磁石，有65%的人才来
自美国以外。

“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就是人。我们
要打造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进
一步把人才重视起来，通过各项人才政策的落
实，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条
件，激发创造活力。”刘文俭说：“让人才心
情舒畅，人人热爱城市，与城市同呼吸，共命
运，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鼎力前行

蓝图已绘就，更需鼎力前行，用苦干实干
开启未来。

青岛市项目现场观摩总结会提出了实现新
目标的“一三三五”工作举措：坚持“一个率
先”，就是率先走在前列；找准“三个坐
标”，即在全省坐标中要当好全省经济发展的
龙头，在全国坐标中要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在
全球坐标中要努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进一步

明确城市发展定位；聚力“三个提升”，即提
升思想境界、提升工作标准、提升责任担当，
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做到“五个突出”，
即突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突
出扩大对外开放、突出新旧动能转换、突出以
人民为中心，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
工作。

“抓住机遇，在新旧动能转换上先破题、
下功夫、早见效，彰显核心城市的引领作
用。”提升责任担当，勇当“冲锋手”，冲在
工作第一线；勇当“拆弹手”，敢于、善于解
决矛盾和问题；勇当“扛旗手”，敢为天下
先，敢闯敢试，在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中率先
走在前列。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让发展实绩更有“厚度”，让民生
答卷更有“温度”……

万丈高楼平地起，落实好“一三三五”工
作举措，汇聚共识、凝心聚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青岛市正努力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展现
新气象、干出新业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更加富有活力 更加时尚美丽 更加独具魅力

青岛绘就新蓝图率先走在前列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1日，青岛市城建委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透露，截至今年11月底，青岛已完
成约5万套（户）棚户区改造，提前超额完成年
度4 . 8万套（户）的目标任务。

青岛今年对《青岛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进行了相应修改，为依法推进棚户区
改造和城市建设提供了法规支持。2017年，国开
行授信青岛棚户区改造资金225亿元，目前已发
放131亿元。青岛还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今年共
取得国家棚户区改造补助资金7 . 4亿元，目前已
全部拨付各区市财政。为适应棚改居民自去年以
来开始倾向于房屋实物安置而非货币化安置的趋
势，青岛通过政府订购商品房和异地筹建安置房
源等方式，筹措房源约6000套，满足居民需求。

在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方面，青岛今年已
完成881 . 6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2 . 3万户，提前
超额完成829万平方米、11 . 4万户的目标任务；
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保暖工程方面，截至12月10
日，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共落实改造项目约
274万平方米，其中已完工约225万平方米，提前
完成本年度工作任务，其他约49万平方米进入收
尾阶段，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工，全年可惠及居
民约3万户。

青岛提前超额完成
棚户区改造任务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曹亚伟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9日，在青岛举行的中国

法学会“海法研究方阵”第三届高端论坛上，
《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16）》发布。

该报告是我国第一项主要由高校智库承担完
成的对于北极事务发展动态进行年度跟踪研究的
学术成果，每年一卷，连续出版。本辑报告于
2017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北
极区域治理及其发展、北极法律与政策、北极军
事与安全以及北极新兴议题四个部分。

“海法研究方阵”第三届高端论坛由中国法
学会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承办，与会专家围绕
“新形势下中国海洋立法的完善与发展”议题进
行研讨，希望能够为我国完善海洋立法，解决新
形势下海洋立法面临的问题建言献策。

《北极地区
发展报告（2016）》发布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曹杰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7日，位于青岛的一汽解

放新能源基地正式建成并顺利投产。该项目采用
政府投资、企业租赁的全新合作模式，预计年产
5万辆纯电动卡车。

该基地按照“工艺领先、智能制造”的规划
思路，新建总装配线、内饰装配线、底盘整体喷
漆线、整车检测线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具备静
检、试车跑道、物流仓储、整车整备、制造信息
化等功能。投产的纯电动卡车车型具备可靠性
高、耐用性好、行驶里程长、安全性高、智能性
高等优势。

随着一汽解放青岛新能源基地的建成投产，
将大大提升其产能，加速其布局新能源汽车，自
此拥有轻中重全系列新能源平台产品。目前，一
汽在青岛已经拥有一汽大众青岛工厂、解放即墨
工厂、一汽解放新能源基地三大整车工厂，对青
岛汽车产业形成巨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一汽解放
青岛新能源基地投产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2日，随着道路中间绿化

带的拆除，青岛最为繁华地段、全市最拥堵道路
之一香港中路的整治提升工程全面开工。

为最大程度利用断面宽度、增加车道数，此
次整治将现场“三块板”调整为“两块板”，即
由中间一条绿化分隔带将车行道分为单向行驶的
两条车行道，取消两侧3米侧向分隔带，设置4米
宽中央绿化带，断面由双向8车道调整为双向10
车道，其中最外侧为公交专用道。预计整治完成
后，香港中路整体通行能力可提升约20%，大型
路口通过能力提升约40%。公交优先将进一步加
强，路容景观进一步美化，人性化设施进一步完
善，行车安全性进一步提升，杆件箱体进一步精
简，市政管网保障度进一步提高。

据介绍，香港中路整治提升工程将分两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管线迁改、侧分带拆除、慢
车道翻建等，预计今年12月底完成；第二阶段包
括中央绿化带施工和车行道整体罩面、中央绿化
带施工，预计明年4月20日之前完工。

香港中路整治提升
工程全面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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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我们学校能够提供学位2160个，比先前
增加了1260个学位，可以有效缓解周边区域的
入学压力，办学条件更加优化了。”青岛市南
京路小学校长位华介绍，市南区政府投资2 . 3
亿元，以“国际二代小学”为建设理念，在南
京路小学原址上建设拆除重建48班制小学，在
无法增加建设用地的情况下，通过创新设计，
总建筑面积是改造前的5倍。

南京路小学目前主体施工已完工，正在进
行室内铝合金窗安装、外墙保温等内外装修和
消防系统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底竣
工。

近日，青岛市举行项目现场观摩会，对包
括南京路小学在内的177个重点项目进行观摩
总结。这次观摩的项目，呈现出“四高四多”
的特点：工作劲头高，总体亮点多；引进标准
高，发展贡献多；科技含量高，创新元素多；
民生投入高，群众受益多。

西海岸新区的上汽通用五菱SUV整车生产

线新车鱼贯而出，明年产量可达26万辆；即墨
区一汽-大众（青岛）华东生产基地内机械手
臂灵巧远超人手，哪怕是一个细如发丝的焊
点，也能在瞬间精准完成……这些项目在产
值、纳税、吸纳就业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崂山区的青岛国际创新园按照“一楼一产
业、一楼一园区”的布局，规划建设了教育产
业、虚拟现实、微电子创新中心等10多座产业
大厦；胶州市的青岛传化智能公路港通过线上
“互联网物流平台”与线下“公路港实体网
络”，打造“物流+互联网+金融服务”为特征
的中国公路物流新生态；保税港区全域封关工
程项目，今年全面完成全域封关后，保税港区
总面积将达到11 . 97平方公里……这些颇具规模
和特色的发展平台，其辐射带动作用将更加显
现。

“科技含量高，创新元素多”。城阳区的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蓝谷的哈工大工
业技术研究院、李沧区的新旧动能转换创新中
心等，都较好体现了科技与经济的融合，促进
了产学研深化合作；高新区的奥克生物、莱西

市的东方雨虹防水新材料等，都站到了各自行
业科技的前沿。

“民生投入高，群众受益多。”各区市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大民生
投入，规划建设了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为人民
群众办了一批实事。平度中心医院、市北区的
城市治理指挥中心、市南区的南京路小学等，
都让老百姓享受到了项目建设的“红利”。

据了解，青岛市今年确定的200个市级重
点项目，前三季度开工在建项目196个，40个项
目竣工或主体竣工，完成投资占年度投资计划
的95 . 8%。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一个
好项目，就是一个发展的增长点，就是一个动
能转换的支撑点，就是一个财政税收的来源
点，就是一个就业富民的立足点。”青岛市
委、市政府按照在全省坐标中当好经济发展龙
头、在全国坐标中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
坐标中努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目标，紧抓项
目建设发展的生命线，突出抓谋划、抓引进、
抓推进、抓环境，以大项目开拓经济发展新空

间。
同时及时对接国家战略和省里的重大部

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立足青岛市产业集群优
势，认真谋划一批大项目，争取更多项目纳入
国家和省发展战略的大盘子。

继续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上下功夫，做
到再加力度、再增干劲，紧跟全球产业和科技
前沿，着力引进一批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大
项目、好项目。

按照“待批项目抓前期、已批项目抓开
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投产”的思
路，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形成实物
投资量。

青岛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甘当项目建设
“服务员”，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周到服
务，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项目建设的加法、经济发展的乘
法，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保证项目引得进、留得
住、发展得好。

以大项目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青岛40个市级重点项目基本竣工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陈 珂 报道
12月7日，为北京市郊铁

路 副 中 心 线 量 身 打 造 的
CRH6A型城际动车组，正式
交付给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并被命名为“京通
号”，将于年底上线开跑。该
动车组最大载客量达1471人，
兼具动车组和城轨地铁的技术
优势，将成为连接北京市区和
通州、缓解沿线通勤压力的
“铁路公交”。

青岛市拥有较强的创新优
势，海洋科研实力雄厚，聚集
了一批“国字号”创新平台、
科研院所，聚集了两院院士、
“千人计划”专家等众多科研
技术人员，培育了海尔、海
信、中车四方等一批创新明星
企业。

“京通号”

动车组交付

□记者 薄克国 张晓帆 报道
青岛国信·海天中心项目高达369米，集商务会议、度假旅游、商业零售、酒店式公寓、大型会

议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记者 薄克国 张晓帆 报道
一汽-大众(青岛)华东生产基地项目主要建设四大园区。目前，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

车间设备安装和调试基本完成，进入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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