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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毛鑫鑫

“中国未来仍是跨国公司投资的理
想目的地。”

“作为峰会举办方，山东省人民政
府拿出了开放的诚意。”

“以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为新
机遇，青岛正迎来开放发展的新风
口。”

……
10月19日，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在青岛开幕。平行论坛、跨国公
司路演、产业路演、城市路演、配套展
洽会……两天时间，33场活动精彩纷
呈。102家知名中外媒体聚焦中国、聚
焦山东，聚焦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坚定信心、开放自信的中国气度，
以及峰会为推动我国与跨国公司互利共
赢提供的新机遇。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为全球跨国公
司创造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峰会致贺信，彰显了中国推
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大公报等
媒体纷纷报道。

“投资规模从小到大、投资水平由
低到高、投资区域从沿海到内地……在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外商
投资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见证
者、受益者。”峰会开幕当天，新华社
题为《跨国公司为何40年来坚持选择中
国？》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文章提到，
40年来，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
双赢，让搭上“中国快车”的跨国公司，获
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可观的效益。

同步推出的新华时评《40年2 . 1万
亿美元背后的中国机遇》一文分析，从
芯片到手机、从汽车到飞机、从铁矿石
到家用电器，中国已成为诸多跨国名企
营收增长的重要引擎。40多年来跨国公
司在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世界好中国
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据了解，前来参会的跨国公司领导
人来自全球3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的
115家世界500强、284家行业领军企业。
中国日报的英文网站开设峰会专题，集
中呈现报道，众多跨国公司领导人表
示，中国市场快速成长，营商环境日益
优化，期待与中国有更多的投资和合
作。

作为峰会举办方，山东也迎来“高
光时刻”，向世界进一步展示了凝聚传
统文化和现代气息、涌动创新创业热
潮、孕育无限开放发展机遇的新山东。
“在青岛，普通市民都能察觉到身边一
些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
街头巷尾，青岛在上合峰会一年之后又
进入井然有序的‘公共时间’。”峰会
举办前几天，香港商报就对其进行了关
注，《志合新山东：“四两”拨动“千
金”的“尖峰时刻”》一文还关注到了山东近期举办的国际友
城合作发展大会、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山东，进入集中
展示对外开放成果的‘尖峰时刻’。”

峰会开幕式论坛介绍了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的相关情况。经济观察网对此十分关注，“济南片区已进驻了
高速电子等项目12个，基金公司12家，银行机构12家，新注册
企业1200家，实体项目投资额253亿元；青岛片区上线已引进重
点工业项目19个，总投资80亿元，新注册企业800余家；在烟台
片区有21个项目签约进驻，新注册企业700余户。”《新旧动能
转换 山东打出了什么牌？》一文中呈现了山东自贸区建设一
个月以来的效果。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旧动
能转换“十强”产业，峰会期间，举办了7场产业路演。同时，
济南、青岛、烟台等市开展了城市路演，展示山东地方经济发
展活力，推介合作项目。“经过层层把关筛选出6个项目，现场
举行了路演推介，分别是3D电影《火牛阵》项目、威海设计谷
项目……”新京报在其新媒体平台上发布《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上，这6个项目路演引人关注》一文，对文化创意及精品
旅游产业路演进行了报道。

峰会期间，2019新动能·青岛展览洽谈会同期举办。“举办
新动能展洽会是山东省委、省政府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
部署，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合作新平台，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光明日报客户端在报
道中写道。

“从举世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正在举行的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青岛这个‘国际客厅’，成为高层次
国际会议的‘主场’，来自全球各领域的行业领袖、高端人
才，成为青岛的座上常客。”人民网在《中央重视战略叠加，
青岛站上发展“新风口”》一文中分析了峰会给青岛带来了重
大发展机遇。

大众日报、山东电视台、海报新闻、闪电新闻等省内主流
媒体全面报道峰会盛况。大众日报20日推出6个峰会专版，《乘
着峰会东风再出发》《共享新机遇 拥抱新希望》《开窗放入
大江来》……一篇篇重头报道被新华网、央视网、凤凰网等众
多新闻网站、客户端广泛转载。大众日报客户端以图文直播的
形式，即时呈现峰会动态，形成“刷屏”之势，引起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

强大的传播力量，强化了峰会品牌，营造了广受关注的
“峰会时间”。据了解，截至20日下午，省级主要媒体推出新
闻产品1000多篇，覆盖亿万用户，总阅读量超过两千万人次。
峰会新闻以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
韩语等11种语言发布，在全球900多家网站和社交媒体落地，覆
盖受众3亿多人。

□ 本报记者 白晓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
者，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
力量。跨国公司在青岛“聚会”，带来
怎样的效应？

10月20日下午，商务部和山东省人
民政府联合召开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暨新动能·青岛展洽会”新闻发
布会给出了答案。

峰会彰显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坚定信心，展现了开放自信的中
国气度。跨国公司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
受益者，对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和举措，给予积极反响和回应。

峰会成为跨国公司的主场，参会者
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充分发表意见，广
交朋友。福布斯集团邀请相关政府代表、
专家学者、商业意见领袖和多家主流媒
体，举办2019福布斯中国领导力论坛，设
置主题演讲、圆桌论坛、榜单解读、巅峰
对话等议程，嘉宾阵容强大，活动内容丰
富，观点精彩纷呈。日本住友、德国西门
子、法国液化空气、阿联酋阿布扎比工业
区等跨国公司和机构分别举办路演活
动，借助峰会舞台，开展合作对接。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
柏昊天说：“通过这次峰会，我们感受到
未来中国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不会
变，也将为跨国公司营造更加稳定、公
平、透明的投资环境，极大地提振了我
们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会长中村邦晴认
为，中国在进一步放宽政策、开放市场的
同时，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针，表明
中国致力于商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韩
国OCI集团会长白禹锡表示认同，他
说，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为韩国企业在
华投资、延长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峰会期间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
投资40年报告》，全景式展现了跨国公
司参与、见证、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
展的历程，为今后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用跨国公司和
商协会的具体调查数据，直观揭示了中
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蕴藏的巨大机遇。

中国市场的蓬勃商机坚定了跨国公
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峰会期间，各跨国
公司表示，一如既往看好中国发展，重

视中国机遇。日本三井物产专务执行董
事、中国日本商会会长小野元生说，庞
大的消费者群体是中国市场最强大的支
撑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德国博世集团董事长邓纳尔表示，
中国已是全球汽车工业的核心，是全球
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引领着许多新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他说：“我们相信中国市
场还远未达到饱和。从中长期来看，博
世在中国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峰会进一步凝聚了跨国公司合作发
展的共识，推动了新时代中国与跨国公
司互利合作关系的提升。记者了解到，
在峰会各项活动中，参会跨国公司领导
人、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达与中国开展
互利合作的愿望，表示将大力推动数字

经济、创新智造、绿色发展、全球治理、
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共
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教育、文
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期待中国
继续致力于为跨国公司扩大在华投资，
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顺应互利合作的时代潮流，各方就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踊跃发表观点。韩
国前总理韩升洙呼吁维护多边主义经济
体制，追求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联合
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表示，峰会倡导多
边主义，对于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
图伊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为经济全
球化作出的努力，认为只有通过全球合

作才能解决全球挑战以及挑战带来的问
题和风险。

参会嘉宾对主办方举办此次峰会表
示高度赞赏。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这
次峰会是跨境经贸发展领域的一次重要
事件，能够通过合作对话来创造更多的
发展机会。

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睿杰演讲时表示，
本次峰会是跨国公司领导人相聚的盛
会，为与会的跨国公司领导人提供了共
同学习和探索的新机遇。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直言，在当
前不明朗的全球经济形势下，这个峰会
非常及时，很期待峰会能成为一个服务
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品牌。

跨国公司青岛“聚会”带来什么

凝聚合作共识 坚定投资信心

□ 本报记者 肖芳 李媛 薄克国

10月20日，作为首届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的配套活动，2019新动能·青
岛展览洽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圆满
落幕。

两天展会期间，现场人气满满。展洽
会参展企业达到261家，来自德国、美国、
法国、日本等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国内
海尔、浪潮、山东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参
展。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机器人产
品、新能源汽车、VR、AR和5G应用等一
批先进技术产品亮相。截至10月20日12
时，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 . 8
万人次专业客商观展参会。

16市携手亮相“国际客厅”

青岛是山东的青岛。青岛凭借对外
开放的优势，搭建重大活动平台和“双招
双引”展示平台，做山东乃至全国、全球
企业的“国际客厅”。此次展洽会落地青
岛，也以“青岛”冠名，却是一场全省16个
兄弟城市共同参与的盛会。

步入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各
市主题展馆。16市展馆均进行了别出心
裁的设计，鲜活生动地展示出城市形象
和重点企业品牌形象：淄博馆以陶瓷艺
术造型贯穿全场，展现着“齐风陶韵·科
技淄博”的主题；东营馆顶部的蓝黄双环
的设计，寓意着蓝黄交汇、黄河入海；菏
泽馆顶部是牡丹花设计，凸显中国“牡丹
之都”的形象；聊城馆顶部造型的两个圆
拱，代表着东昌湖中的双拱桥，意寓着桥
梁的“跨越”和“担当”；临沂馆将蒙山高、
沂水长的内涵抽象化，把地标性元素镶
嵌其中，展示“临沂商城”和“沂蒙精神”
两大名片……

登录“国际客厅”，面对全球客商，各
市均递出了最亮眼的名片，以期汇聚更
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

在潍坊展区内，摆放着一个硕大的
发动机，引人注目。这就是获得2018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潍柴动力重型商
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彻底改变了我
国缺少重型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的被动局
面，重构了中国重卡行业的市场格局。

“由于潍柴掌握了动力总成的核心技术,
现在国内自主品牌的商用车占到了整个
市场总量的99%以上，国外品牌的商用车
已经很难进入国内市场。”

“这款牡丹花蕊茶，是与故宫联合研
制，即将进入故宫展销。”菏泽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来参展，推介了巧
夺天工的牡丹瓷、精致小巧的茶具、沁人
心脾的牡丹花蕊茶等牡丹元素文创作
品。该集团是菏泽市政府直属的唯一国
有大型文化旅游企业，现已开发出30余
种牡丹系列文创作品。工作人员孔祥震
介绍，两天时间里，很多观众都对他们的
产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有外国客商表
达了购买和代理的意向。

“硬科技”引领产业新动能

穿过各市主题馆，来到产业展区。这
里分为智能制造、智慧生活、新能源新材
料、海洋产业展等区域。徜徉其中，智能
机器人、无人驾驶、新材料等最新前沿技
术和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产业动能换挡、
转型升级的力量正蕴于其中。

展洽会上，来自法国的世界500强企
业施耐德电气，不仅展示了其传统优势
产品开关和断路器，还带来了最新的工
业用节能增效解决方案。

面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变革，施耐德
的主打业务已经从最初的中低压配电及
工业自动化，发展成为能效管理和自动
化领域数字化转型。“我们提供智能运维
云平台和智能云监控，通过24小时在线
跟踪、数据分析、智能诊断，帮助企业节
省能耗，更安全地运行。”施耐德电气（中
国）有限公司山东运营总监黄旭晨说。

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和中国企业的
实力，一些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强强
联合也已“开花结果”。“这种消防机器人
可以代替消防员进入浓烟、有毒等危险
火灾区域，识别火源并自动灭火，而且喷
水距离可达80米，是人力操控距离的4
倍。”青岛澳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
示的多款特种消防机器人，由澳柯玛—
西门子机器人应用联合实验室研制。

澳柯玛控股集团总经理、澳西公司
董事长张兴起表示，该实验室由澳柯玛
控股集团与西门子共建，西门子提供控

制系统技术支持，澳柯玛负责整个技术
产业化和市场推广，从事特种机器人、无
人驾驶车辆等的研发及产业化。去年6
月，该项目入选首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项目。

抢抓新时代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在
进行业务转型，鲁企也在铆足干劲谋求
发展新天地。

“以前只有大企业才使用机器人，现
在中小企业都在用机器换人。”诺伯特智
能装备（山东）有限公司电器调试工程师
王成举向记者透露。该公司与全球500强
企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ABB紧密
合作，为客户提供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以石化起家的山东企业，
来自滨州的京博控股集团抢抓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机遇，迅速布局产业
转型，逐步实现业务结构由“一油独大”
向“油化并举、高特新材”转变。“这是对
位芳纶纤维，它的拉伸强度是钢纤维的
五六倍，热分解高达550℃，可以很好地
应用在防弹衣、防弹护甲里。”在展会现
场，京博控股集团董事、京博石化董事长
兼总经理栾波说。京博是国内首家量产
纯对位芳纶纸的企业，打破了国际企业
对中国禁售与技术封锁。

科技赋能产业，全球首艘10万吨级
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项目亮相，其全
新的养殖理念和养殖模式，引起与会者
的关注。据介绍，工船通过自主航行可全
年找到最优质水源和最佳养殖水温，采
用封闭式养殖系统，营造鱼类最佳生长
环境，集成了自动化、智能化养殖作业装
备，实现工业化高效养殖。

科技赋能产业，也改变生活。青岛
“独角兽”企业海信聚好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I“黑
科技”，打造了科技元素满满的日常生
活场景。“我想看《在远方》第一
集。”现场，一名参展者对着遥控器话
音刚落，电视屏幕上就直接跳出了相应
的视频节目。这正是海信聚好看领先于
行业的智能语音技术，0 . 1秒快速识
别、6轮连续对话深度理解语义，把
“看电视”变成了“玩电视”。

营商“软环境”要提升

展区之外，本次展洽会还设置多个
配套会议活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项目发布会暨国际合作对接洽谈会，
中德智能制造技术论坛、山东海外人才
机构负责人座谈会暨山东引智联盟成立
大会。海内外专家、企业家、投资人汇聚
一堂，围绕新旧动能转换、营商环境打
造、创新招才引智机制等话题进行了互
动交流。

科大讯飞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升
华表示，对企业来说，区域投资的便利与
自由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投资战
略。山东省为了推动贸易所付出的努力，
极大地加快了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生态体
系落地山东美好愿景的实现。目前，讯
飞智慧教育已在我省济南、青岛、临沂
等16个市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技术正在
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不断助力山东省
教育信息化更好发展。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
于山东如何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西门
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林泽波建
议，要更加重视“软环境”提升。他表
示，西门子在中国面临产业上的战略调
整，以前西门子聚焦在工业、基础设
备、能源、医疗等领域，现在转型推出
了工业软件、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等新业务。在运营过程中，西门子更看
重人才储备、产业生态圈等软环境，特
别是当地有没有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软件人才，如果缺乏这样的人
才，企业就可能失去竞争力。同时，西
门子还关注当地合作的企业创新力怎
样、国际化程度如何以及大数据的开放
程度等。

正如林泽波所言，人才是第一资
源，人才集聚的生态圈是“双招双引”的
重要吸引力因素。为推进以市场化手段
引进国际人才，此次展洽会期间，“山东
省引进国外智力联盟”成立。该联盟是由
山东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山东省海
外联络处和人才工作站共同发起成立的
非营利性、非法人社会团体。

联盟将对接山东省“十强”产业需
求，发挥遍布全球的国际合作机构作用，
着力引进一大批海内外高端人才和团
队，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蓄水池”。

2019新动能·青岛展洽会吸引近3 . 8万人次专业客商观展参会———

16市齐亮相，“硬科技”澎湃新动能

□记者 卢鹏 报道
10月20日，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济宁市路演现场，中外嘉宾为精彩发言鼓掌。

□记者 卢鹏 报道
新能源产业路演，中外嘉宾在认真听取现场发言。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