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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吕 栋 孙永波

500强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3月19日，落户即墨的世界500强项目三菱
重工海尔空调机项目二期高落差实验塔开工建
设，建成后将成为三菱重工在全球最大的中央
空调研发基地。

据介绍，三菱重工海尔高落差实验塔项目
是三菱重工海尔空调机项目的二期，计划总投
资1 . 2亿元，预计2020年8月投入使用，项目设
置了150匹高精度塔楼，规划建设百米高落差
焓差实验室、千米多联机长配管焓差实验室
等。项目主要聚焦产品全生命周期，推进新品
研发、迭代升级，为三菱重工海尔空调机在高
落差环境下的制热制冷效果测试及研发，促进
产品升级换代。

“世界500强企业选择在哪里登陆，能否
继续在所登陆的城市成长、壮大，考量的是一
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创新程度、国际化程度等
关键因素。”即墨区商务局局长衣志杰表示，
即墨区瞄准“蓝色、高端、新兴”项目精准发
力，加快构建起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世界
500强企业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随着德国大众、法国空客、日本伊藤忠、
泰国正大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增资扩
产，即墨目前累计落户39家世界500强企业，投
资总额41亿美元，注册资本31 . 6亿美元。

仅去年以来，即墨区就新引进法国空客集
团投资的空中客车直升机、阿里巴巴投资的传
云物联网、中国中化集团投资的智慧新城、中
粮投资的置悦高端旅游4个世界500强项目，主
要集中在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投资总额
5 . 15亿美元，注册资本2 . 73亿美元。据统计，
目前即墨区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位居全
省各区市前列，集聚优势凸显。

强企为何青睐即墨

500强企业何以青睐即墨？体制机制创新
成为即墨吸引世界500强、中国500强项目纷纷
伸出橄榄枝的法宝。

为促进重点产业链项目早签约早落地，前
期，即墨区创新建立了“七个一”招商工作运
行机制，即：围绕规划的重点行业分别建立一
支招商队伍、一套产业政策、一个产业链行动
规划、一张产业链招商地图，并专门成立一支
产业基金、一个公共服务平台、还要求各镇街
建立一个承载园区。每个专业招商团队有目
标、有任务、有载体、有责任，围绕“路线

图”和“时间表”，实施“专人、专业、专
注”精准化招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配
合招商模式的转变，该区建成运营了“智慧
招商”信息平台，整合各招商事业部及区位
数据，将企业投资意向、在谈和签约项目、
土地厂房资源、产业招商政策等信息全部纳
入平台管理，实现了招商谈判、签约、开
工、建成到投产的闭环运行，确保项目引得
进、落得下。

今年，即墨区将“双招双引”列为促进
全域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攻坚战，再次刀
刃向内，在“招引”体制机制上寻求创新突
破，全面提高“双招双引”质量和成效。

为此，在前期招商创新举措的基础上，即
墨区重新梳理组合“双招双引”资源，创新建
立了16个专业招商事业部、10个现代产业招商
发展办公室、5个以上市场化招商公司，形成
“16+10+5”的工作机制，组成31支精兵强将队
伍，培育成打赢“双招双引”攻坚战的尖刀
排、突击队。

为使招商队伍发挥效能，即墨区配套建立
了全程包办、清单管理、精准服务、挂牌督
办、联合作战五大运行机制，力求建立立体
化招商布局，通过专业招商拉长产业链、整
合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实现年度项目“投
产（开业）100个、开工100个、签约100个、

储备100个、动态100个”接连不断、压茬推进
的发展态势，构筑富有持续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

围绕吸引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央企
系、中科系等重点产业项目，各招商团队根据
主攻产业方向、区域产业实际、未来发展空间
等综合考量，灵活运用产业链招商、金融招
商、平台招商、委托招商等各种战术，“保姆
式”包办代办所有审批手续，全程伴随项目成
长。同时，坚持“审批主导”、打通“中梗
阻”，“刀刃向内”倒逼审批提速，落实挂牌
督办机制，实行不达计划进度的黄牌预警、逾
期未完成的红牌警告，聚力统筹推进即墨“双
招双引”突破重围。

“招引”体制机制创新，吸引了众多世界
500强项目落户投产，不断助推即墨经济全面
高质量发展：一汽大众项目建成达产，新宝来
电动版开始试生产，产值突破百亿；德国空客
直升机组建欧洲以外第一条H135总装线，首架
直升机成功交付，预计年产36架直升机；即发
集团通过与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东丽的合作，
从一个主要依靠国内销售的民企发展成为年出
口额3亿美元的大型出口企业，公司与东丽医
疗株式会社合作成立了东丽医疗科技公司，项
目注册1亿美元，血液透析机项目已投产，填
补了国内医疗领域空白……

即墨：打造世界500强集聚新高地
目前累计落户39家，投资总额41亿美元，注册资本31 . 6亿美元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刘伟 报道
本报胶州讯 3月28日，胶州市透露，首

届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暨国际
投资贸易博览会将于5月24日至26日在胶州举
行。

为加快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建设，青岛市政府拟从2019年起每年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同期
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胶州
作为上合示范区建设的主阵地，也将成为论坛
和博览会的永久会址。

论坛将以“‘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样板”为主题，
围绕“推进互联互通、挖掘上合组织合作新动
力”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助力上合组织
合作新发展”两个专题就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中小企业合作、能源
合作、重点园区间合作等方面展开交流与探
讨。

届时，将邀请上合组织国家政府机构、驻
华使领馆、经贸团体、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
450余人参会，共话上海合作组织各相关国家

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加快推进示范区建设，
巩固扩大峰会成果。

作为此次论坛的配套活动，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将依托论坛期间上合组织
国家政商界人士云集的良好机会，借助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以及中国国际商会的外联渠道
和会员网络，通过相关洽谈与推介等活动，展
现上合组织国家发展成就、合作成果，促进上
合组织国家间经贸交流合作。

据介绍，博览会将在胶州市方圆体育中心
举办，主题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

上合组织国家深度发展”，计划规模1万平方
米，包括上合示范区规划和成果展区、各国家
/地区馆展区、中方与上合国家合作大企业展
区、经贸合作及特色产业园区展区、上合组织
国家小企业商品展区等五个展区，展商及采购
商将来自包括上合组织相关18个国家和东北
亚、欧盟、东盟等国。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中国青少年科技创造
发明及3D打印邀请赛，“上合·丝路”国际风
情美食文化节以及项目洽谈会、签约会、专场
推介等多个活动。

首届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5月举行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7日，青岛港与伊藤忠商

事株式会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青岛港与伊藤忠战略合作，是青岛港以

实际行动迅速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海洋港口，助推青岛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
心的重要举措，旨在发挥青岛港的战略区位优
势、深水码头优势、一流服务优势，与日本企业
携手联动、协同优化国际大宗资源商品供应链物
流体系，打造以青岛港为中心的国际中转网络，
带动航运贸易金融要素向青岛集聚，加快形成山
东对外开放新高地，加速青岛港由目的地港向枢
纽港、由物流港向贸易港转型。

青岛港与伊藤忠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记 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王大勇 左立云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8日，青岛促进驻青高校
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专项行动启幕，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举行服务青岛科技成果发布会并筛选了
11项与产业匹配度高、技术成熟、产业化前景良
好的项目进行了路演推介。

中石大2018年入选青岛专利创新能力50强榜
单，技术合同交易额3 . 09亿元，均居驻青高校首
位。学校编制的服务青岛行动计划，共聚集服务
团队90个，策划各类服务项目90项，该计划将学
校的建设发展与青岛的城市奋斗目标紧密相连，
通过构筑、建强服务青岛的学科专业平台、科技
创新平台和教育文化平台，优化学校学科链和专
业链，服务青岛创新链和重点产业链，强化科技
研发和成果转化，服务于青岛重点产业转型升
级。

在路演现场，“海洋导航定位技术与国产装
备研发”突破兼容北斗的海面实时高精度导航定
位等关键技术，发展的亚米级精度的“海面导航
定位技术及装备”和米级精度的“水下导航定位
技术及装备”，可为透明海洋、问海计划、海洋
调查、海洋监测和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技术支
持，设备接收机海面实时导航定位精度达到30厘
米，500米水深声学实时定位的精度达到1米以
内，3000米水深导航定位的精度达到10米以内。

驻青高校科技成果
本地转化专项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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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发布会透露，海尔2019青岛马拉松将于5月4
日鸣枪开跑，目前有42800名跑友报名参加，报
名人数相比上届的25090人增加了72%。

赛事共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健康跑等
三个项目，参赛规模约为25000人。比赛路线与
2018的线路基本一致，起点为五四广场北广场（市
政府门前），终点在奥帆中心，健康跑终点在汇泉
广场。据介绍，由于报名人数明显超出参赛人数
上限，全程马拉松的中签率为76%，半程马拉松
的中签率为35%。抽签结果将于4月9日公布。

发布会公布了国内外跑友们最关心的服装、
奖牌、博览会及赛道的方案。其中，在奖牌设计
上，遵循“百年五四，奔跑青岛”的设计主旨，
奖牌正面取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建筑“五月的
风”，凸显赛事承载厚重历史的内涵，预示着青
岛马拉松将承托五四运动100年的时代精神，有
效地将体育赛事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打造
青岛最靓丽的城市新名片。

海尔2019青岛马拉松将继续保持高颜值、高
水准，赛道沿市南区、崂山区沿海一线，尽显山
海城特色，全面展示青岛的优美风光和人文底蕴
深厚的独特魅力。2019年青岛马拉松博览会将于
今年5月1日至5月3日在奥帆中心内举行。

4 . 28万名跑友报名
参加2019青岛马拉松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郝杰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8日，青岛国际智能巴士

联盟成立大会暨“一带一路”智能驾驶产业推介
会举行。会议期间，青岛城阳市政开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青岛公交商务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中东欧16+1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组织三方签订
了《青岛国际巴士联盟战略合作协议》，在无人驾
驶、物联网产业等领域有关产业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成立青岛国际智能巴士联盟，共同致力
于打造全球首个城市公共交通资源运营商平台。

联盟旨在以全球核心城市的巴士集团为桥
梁，打造城市之间广泛交流合作的国际化资源平
台。联盟将引入全球各国家和地区重点城市公交
巴士集团，进驻城阳国际巴士联盟总部大厦，打
造城阳国际产业招商样板工程。

青岛国际智能巴士
联盟成立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4月1日举行的2019年青岛市院士专家工作
站工作会透露，2018年，青岛市新建院士专家
工作站10家，柔性引进进站院士10名、专家55
名，新签合作项目29项，全市累计建站数量达
到74家。全年完成合作项目60项，项目直接产
值新增4 . 57亿元。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海洋攻
势、乡村振兴攻势、壮大民营经济等攻势中充
分发挥科技主力军作用，为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高端战略智囊

“院士专家工作站自2016年成立以来，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的带领下，立足于产业
及市场的实际需求，不仅破解了公司发展难
题，还提升了公司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形成了自主品牌。”4月1日，青岛罗博飞海洋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秀芬介绍，作为一家以
海洋智能装备制造为核心业务的民营企业，金
翔龙院士专家团队作为顶层战略智囊团队，汇
聚国内外智能海洋装备领域创新人才，建立了
中国智能海洋装备人才基地和协同创新平台，
公司自主研发的飞鱼号水下机器人成为国内外
唯一胜任灵活性高、长时间水下工作的水下机
器人，开创了亚洲水下机器人进船舱搜救工作
的先河。目前，公司已经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
基于多功能微型水下机器人的物联网观测系
统，实现水下机器人技术+物联网技术的融合
创新。

“作为从事海洋研究的科学家，我对海洋
装备非常重视，以前我们进口的海洋装备进价
太高了，有时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自
己生产的装备？我们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海洋
装备。”金翔龙院士接受采访时说：“后来，
我找到罗博飞公司，恰好他们也在从事国际前
沿海洋装备研究，像水下机器人。同时，这家
公司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公司带头人马秀芬以
前从事外贸行业工作，也曾受到外国品牌的欺
负，高价购买不值钱很多装备，她立志搞出中
国自己的产品。”

“在企业搞院士工作站，能不能帮上小
忙，经过这两年多的运转，我发现是可以的，
现在公司有了自己核心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
已经打开了，我感到很安慰。”金翔龙院士表
示，“我会想办法引进更多的专家团队和人员
来，大家共同努力，未来的局面会越来越
好。”

金翔龙院士认为，院士专家工作站是企
业、科研院所和院士之间长期合作交流的平台
和载体，要围绕核心技术和产业，引领高新技
术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特色凸显、联合共建的长效机制。

提升技术创新

“引进一名院士，带动一家企业，培养一
批人才，壮大一个产业”。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赋予
了青岛市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加快形成国家东
部地区转型发展增长极的重任。

工作站办公室按照突出创新引领、实现三
个更加目标要求，围绕青岛市十大重点产业，
指导企业建站，通过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管理创新，引领企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巨大科技创新动力，
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引擎。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被
中国科协评为“全国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公司战略规划部经理徐建春认为，院士专家工
作站为琅琊台集团公司技术领域创新要素的聚
集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集团公司健康快速发展创造了显著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徐建春说，琅琊台集团，在高从堦、张学
记、孙宝国等院士团队的引领带动下，瞄准生
物科技前沿技术，加大对生物资源的高值化利
用，突破生物产品新领域应用、食品安全保障
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体
系。链接集研发设计、试验检测、技术转化、
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国内外交流等服务于一
体的“产学研用”结合发展的创新服务平台，
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了
企业的新旧动能转换。

院士专家工作站创新联盟揭牌

工作会上，青岛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创新联
盟揭牌成立。

“院士专家工作站创新联盟是多途径促进
院士专家工作站学术交流的举措之一。”青岛
市科协二级巡视员、青岛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办
公室主任王军介绍，通过创新联盟来组织院士
论坛等活动推动工作站开展横向交流，激发高
端创新资源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将院士
专家团队创新资源接长手臂、扎根基层，为发

展增效；同时推动各工作站之间的人才互通、
技术交流、成果分享，实现在重点项目推进上
强强联合、协同开发，力争一批国际和国内领
先水平的技术实现新突破。

据介绍，青岛市科协还将成立会-企-站综
合体，鼓励建站企业参加由青岛市科协主办的
学术年会、科技创新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通
过联合主办等形式，举办国际性高端论坛，邀
请进站院士分享国际前沿领域最新技术，传递
科技最新信息，促进科技成果发布及转化；同
时强化工作站与学会专家的联系，让更多的科
技工作者走进企业，更加接地气地参与企业技
术研发工作，在院士专家工作站平台上焕发创
新主动性，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青岛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王建表示，青
岛市科协部门将把握大势，充分发挥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引领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导，实
现院士专家工作站广覆盖、提质增效；提高服
务水平，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院士专家资源优势，实现“四服
务”职责；完善制度，规范工作站管理，保证
院士专家工作站良好高效运行。

2018年完成合作项目60个，项目新增产值4 . 57亿元

院士专家工作站助力高质量发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前左)和青岛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王建共同为青岛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创新联盟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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