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宫梅 第646期

热线电话：（0532）80889886 Email：qdxw@dzwww.com 13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蓝小谷

青岛“学上海”鼙鼓正响，黄浦江畔迎来一
批“蓝色”印记鲜明的取经者。

9月9日，2020青岛蓝谷对接上海专题推介
交流会在上海举办，“双招双引”成果丰硕：招
才引智方面，王广基、吴开明两个院士团队签
约落地蓝谷；招商引资方面，总投资达63亿元
的18个项目签约，合作对象包括世界500强大
唐集团，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梁控股集团、宝
能集团等。

结合青岛蓝谷定位及发展不难发现，这种
既招商又引智，既做科研又要产业的“双招双
引”思路，既与青岛蓝谷的使命定位一脉相承，
又与其当前实际发展需求遥相呼应。

涉海人才近悦远来

作为青岛市主动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的产物，青岛蓝谷肩负着海洋科技源头创新的
重大使命，而人才是第一要素。历经八年沉淀，
青岛蓝谷犹如一个巨大的人才磁场，呈现出近
悦远来、归如流水的喜人态势：截至目前，蓝谷
已聚集了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深海基地等

“国字号”重大科研平台23个，山东大学青岛校
区等高校院所23个，各类科技创新平台62个，
引进各类人才6200余人。放眼全国乃至全球，
都很难找到一个区域像青岛蓝谷这样，实现了
海洋领域顶级研发机构、大科学装置、人才等
创新资源高度集聚。

引凤来栖，青岛蓝谷一靠“平台思维”———
依托大科研平台吸引涉海高端人才。今年6月，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吴立新
牵手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清杰，
成立海洋新材料交叉研究中心，开展海洋新材
料领域前沿颠覆性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二靠“生态思维”——— 青岛蓝谷管理局实施住
房保障、人才激励、产业提升、科教产融合发
展、金融支持等五大工程，形成了“尊才、爱才、
惜才”的人才工作生态。

青岛蓝谷对接上海，眼光紧盯顶尖人才，
几经努力终于签下两个院士团队，进一步充实
了青岛蓝谷海洋生物医药、风力发电、海工装
备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力量。

让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如今，占据了海洋科研高地的青岛蓝谷，
开始步入全新发展阶段。青岛蓝谷管理局局
长、党委副书记肖焰恒说：“青岛蓝谷正在由创
新资源集聚期，大踏步向产业发展期迈进，让
海洋科技成果顺利转化、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攻坚课题。”

对于功能区发展方向的这一调校，蓝谷进
驻机构也已有了不约而同的相应布局。交流
会上，首个登台推介的蓝谷科研单位是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其主要内容不是科研计划
部署，而是产业化思考。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试点国家实验有限公司高级总裁谭华介
绍，实验室已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市场化手
段来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我们有
科研和人才优势，也有系列化的装备，用户
只需告诉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能给出解决方

案和最终结果，而不需要对方再专门购买设备
或组建人才团队。”谭华说。

科研院所逐步聚焦产业化，青岛蓝谷更
是全心全意优化服务，确保科技成果“有得
转”“接得住”“转得顺”：一方面深入高
校院所，征集梳理可转化成果；另一方面逐
一对接蓝谷准科技型企业，开展技术需求征
集。今年6月，青岛蓝谷还发起成立了青岛海
洋科技创新创业联盟，内联科研机构，外联
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搭建辐射全国
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平台。

如今，在青岛蓝谷就地转化的科研成
果，正呈现出来轸方遒的喜人态势：山东大
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友明院士团队
“新型固氮杀虫杀菌的微生物菌剂的生产工
艺”项目试生产成功，向产业化迈出关键一
步；山东大学微纳光电子科技与技术研究中
心建成，实现了集成电路中试技术和能力的
产业化落地，年度区域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 . 27亿元……今年上半年，青岛蓝谷区域内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1 . 4亿元左右，较去年同
期增长41%。

沿着这一思路，青岛蓝谷对接上海引进
高端人才时，同样注重为人才引入配套支持
和服务力量。在引进王广基院士团队的同
时，青岛蓝谷同时签约海德坤控股集团，该
企业将同王广基院士团队开展合作，攻坚重
大关键技术抢占无花果抗癌制药领域制高
点，保证科研成果顺利转化为抗癌药物产
品。

构筑特色海洋产业生态

自功能区改革以来，青岛蓝谷坚持用市
场的逻辑、平台的思维、资本的力量、法治
的环境，明确了以海洋技术装备、生物医
药、信息产业三大产业为主导，以金融、高
端服务业、众创三大产业为支撑的“3+3”产
业体系，组建6支专业招商队伍，加快培育特
色海洋产业体系。今年1-8月份，青岛蓝谷新签

约项目131个，总投资368 . 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1%和50%。

细看青岛蓝谷此次签约项目，在用市场
逻辑、资本力量推动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方
面，可谓用心良苦：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四
研究所与青岛智慧航海公司智能航运达成合
作，成为科研机构与行业领军型企业强强联
手的典型范例；签约引进中国大唐集团有限
公司，全面参与蓝谷首个国家级深远海融合
示范风电场项目；引进中梁控股集团商业保
理项目，为蓝谷海洋领域企业提供金融护航
和服务；与民营机构合信投资签约，在蓝谷
设立一只总规模10亿元的海洋及高端制造业
产业基金……

当然，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招才引
智，都不会止步于一场推介会，发酵和落地
效果如何，要看“诗外功夫”。推介会结束
的当天下午，蓝谷便组建了由多位局级领导
带队的小分队，瞄准上海地区相关领域头部
企业逐一登门拜访、深度对接。

□本报记者 白晓
本报通讯员 张峰 宋宝峰

崂山区积极培育农村区域化“党建产业联
盟”，创新“党建引领、区域融合、抱团发展”的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党建赋能产业振兴，形成
了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整体提升的乡村振兴
新格局。

流清湾畔诞生网红打卡地

9月10日，在崂山区沙子口街道流清湾畔，
几十个色彩缤纷的集装箱通过搭积木的方式
组合在一起，这是沙子口街道新打造的“魔方
公园”。

项目运营方青岛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孙方方介绍，“魔方公园”已经引进了
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基地、腾讯
WE城市特展、青啤1903啤酒吧等业态，投入运
营后将推出魔方涂鸦设计赛、青春音乐节、海
鲜美食节等潮流活动，诞生了一个岛城新的网
红打卡地。

“魔方公园”是沙子口街道倾力打造的“流
清湾滨海度假风情带”的一个板块，以此为契
机，沙子口街道探索成立了“流清湾党建产业
联盟”，以党建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一体化发
展，“魔方公园”正是联盟结出的硕果。

“流清湾片区自然禀赋好、历史底蕴丰厚，
却面临区域内社区各自为战、资源分散、同质
竞争的发展瓶颈。”崂山区沙子口街道组织委

员李兆群介绍，“我们以社区为主体，引入青岛
祥源旅游公司，并吸纳崂山区民宿协会、崂山
风景区旅游商会等社会组织联合成立了产业
党建联盟，搭建了实体化运作基地，推动片区
统一规划、资源重组优化”。

以联党建促进联经济，党建赋能下的乡村
振兴展现了新活力。在联盟推动下，流清河、东
麦窑、西麦窑三个社区与青岛祥源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成立了青岛流清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以祥源公司为主导谋划运营，三个社
区分别加盟参与，已经实现了每个社区每年保
底40万元的稳定收益。

联盟还计划将流清海水浴场申请为正规
海水浴场，提升现有沙滩娱乐设施，引进品质
较高的沙滩娱乐及赛事活动，并在这一片区打
造研学营地，开展研学旅游、帆船、科考、非遗、
摄影、夏令营等活动。

打造600亩中草药种植基地

9月10日，在位于崂山区北宅街道周哥庄
社区的藏红花种植基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姜元
森正在地头查看藏红花的生长情况。

“我们与同仁堂青岛分公司合作，已成
功试种了25亩藏红花。青岛市农科院全程参
与了藏红花的试种，经专家观察，在我们这
里试种的藏红花种球成活率高，开花标准，
花丝长而厚实。”姜元森说。

周哥庄所在片区受规划制约，发展空间受
限，且人均耕地面积0 . 29亩，流转成本高，居民

增收致富困难。
“居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是种樱桃、杏等，来

源单一，果实成熟期集中，5月份之后，土地多
闲置，引入藏红花种植为社区打开了新的发展
空间。”北宅街道因地制宜，成立“周上路党建
产业联盟”，以党建融合促进资源整合，整合盘
活闲散土地资源，采取“集体流转+整体出
租+社会运营”模式，破解土地紧张等限制
社区集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以示范社区周哥庄社区为龙头，整合
联盟内社区的土地资源，目前已流转土地110
亩，试种藏红花，并将以此为依托，打造600
亩的中草药种植基地。”北宅街道组织委员
王永秀说。

青岛与藏红花原产地具有相同的纬度及
气候，加之崂山的水土环境，藏红花品质优
势明显，保守估计，一亩藏红花的年收入在4
万到5万元。项目若一期效益良好，北宅街道
计划将党建产业联盟内的上葛场、下葛场社
区土地纳入项目二期，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利
用果树地块混种藏红花，达到规模种植效
应。

“以组织融合促进资源融合，‘周上路
党建产业联盟’内的土地流转率提升了
20%，实现耕地规模化经营230余亩，吸引投
资过千万元，预计为相关社区每年带来60万
元的集体收入。”王永秀说。

“党建产业联盟”各具特色

为把地域相邻、产业相似、强弱不均、
禀赋各异的社区“融”成一体，崂山区先后
组建了沙子口流清湾、北宅周上路、王哥庄
标山等7个各具特色的“党建产业联盟”，辐
射周边27个农村社区、13个“两新”组织、
15个机关事业单位。

“通过建立区域化党建共同体，统筹了片
区内各类旅游资源，共谋发展思路，共建发展
项目，并通过推动社区和相关企事业单位间的
组织联建、产业联姻、人才联动、文化联培、生
态联育，发挥出联动优势。并以联建共建碰撞
出推进区域化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新点子、新方法，深化更宽领域的共建合作，增
强了区域整体聚合力。”崂山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沙子口街道东麦窑社区是2020年崂山啤
酒节分会场之一，由于其他联盟成员社区积极
支持，通过游客引流、优惠共享等形式，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啤酒节期间各社区民宿入住率达
到70%以上。“仙居崂山”主题民宿李佳佳说，
今年实现了逆势增长，特别是啤酒节期间旅客
爆满，需提前一个星期预订，目前十一黄金周
的预订量也很可观。

在促进富民增收的同时，党建产业联盟还
优化了区域发展环境，邀请上海同济城市规划
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聚焦乡
村旅游、崂山茶、民宿、农家宴、大馒头、海产品
等特色产业，成立农家宴协会、大馒头协会、干
海产品合作社等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指
导加强相关领域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崂山区组建7个“党建产业联盟”，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招商与引才并举 科创与产业共进
——— 2020青岛蓝谷对接上海专题推介交流会侧记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8日，青岛文化和旅游

局携行业龙头企业挺进西南地区推介考察，
先后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四川省成都市的
文旅部门达成合作，今后将在客源吸纳、旅游
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东西旅游深
度融合、共同开发。

面对疫情防控新常态，青岛文旅抢先发
力西南地区旅游市场，挖掘发展新动能。青岛
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涛认
为，西南地区和青岛的旅游资源都极其丰富，
市场需求又互补，形成合作后实现客源互送
双方都将受益。

在成都、林芝两地的旅游企业看来，青岛
不仅是国内旅游市场东西南北交会的重要客
源地市场，更是辐射胶东带动山东市场的“翘
板”。以青岛为龙头的胶东经济圈人口超过

3000万，GDP超过3万亿元，无疑是北方地区极
具潜力的新内需市场。

青岛自觉扛起胶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担
当。先是在8月份举办的首届成都青岛啤酒节
期间，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胶东经济圈
文化旅游联盟，举行特色推介，促成了崂山风
景名胜区与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中国
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成都海游
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具体务实的合
作。

对外开疆拓土抢先布局的同时，青岛文
旅市场对内也在大刀阔斧地拉动消费。8月1
日-30日，青岛12家国有政府定价A级旅游景
区免门票开放，接待游客86 . 48万人次，各大景
区基本达到疫情防控要求的最大承载量。

根据分析，这一拨游客的快速增长，青岛
本地游客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省内和外省游

客是主力军。以崂山风景区为例，接待游客数
量中，省外游客占比49 . 6%，省内游客占比
33 . 7%，市内游客占比16 . 7%。“免门票，看上去
损失了门票收费，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景区
的二次消费上来了，景区周边的‘吃住行游购
娱’一条链都被带动起来了，整个城市旅游综
合消费能力得到一次集中释放。”青岛市旅游
协会会长、银海旅游集团董事长辛华龙介绍，
各景区以免门票开放为契机，景区疫情防控
后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考验和提升。

青岛12家国有政府定价A级旅游景区免
门票，对岛城旅游消费市场带动作用非常明
显，进一步擦亮了“青岛旅游”的名片。青岛文
旅部门将继续发放旅游消费券、提供文化消
费支付补贴，拓宽文旅消费惠民渠道，进一步
激发岛城内外消费市场，形成青岛旅游市场
内外良性循环。

青岛文旅畅通“内外循环”激发新活力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12日，在青岛地铁列车自主运行

系统（TACS）示范工程项目工程应用前专家评审会
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的专家组一致认
为，项目组圆满完成了列车自主运行系统示范工程试验
线测试目标，测试结果符合设计要求，初步达到示范工
程申报目标，基本具备工程应用条件，并建议项目组加
快推进示范工程建设。这意味着青岛地铁拿到了该项目
工程应用的“通行证”。

作为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等单位支
持的轨道交通技术创新项目，TACS项目以青岛地铁6号
线工程为依托，由青岛地铁集团发起并作为项目总牵头，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研发合作。目前，TACS试
验线实车测试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该试验线全长4 . 8公
里，有物理站台1座。利用这段真实线路、2列真实列车和3
套真实室内设备，模拟青岛6号线典型的3站2区间和车辆
段站场，对涉及的TACS正常功能、降级功能、运营场景
等218项测试点进行实车测试验证，均100%测试通过，
TACS系统功能、性能符合设计预期。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秘书长王飚说，列车自主
运行系统的成功应用，将推动和引领轨道交通产业技术
的发展，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和便捷化
水平，填补国内轨道交通技术空白，为轨道交通网络化运
营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青岛

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955 . 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4%，占同期山东省进出口总值的29 . 6%，比去年同期提升
0 . 7个百分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青岛市外贸进出口1-2月大幅
下降，3-4月快速反弹，二季度受全球疫情暴发以及大宗
商品价格暴跌等因素影响，进出口有所回落。随着国内
经济持续恢复，自7月份以来，青岛市进出口增势良
好，8月当月青岛市进出口537 . 2亿元，同比增长13%。

数据显示，前8个月，青岛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2691 . 1亿元，增长15 . 6%，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8%，占
比较去年同期提升6 . 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2524 . 3
亿元，增长12 . 9%，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3 . 8%，占比提
升5个百分点。

前8个月，东盟为青岛市最大贸易市场，进出口
531 . 3亿元，增长21%。同期，青岛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1094 . 9亿元，增长14 . 1%。

跨境电商进出口倍增。前8个月，青岛市通过海关
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15亿元，增长334%。其中，跨
境直购出口6 . 8亿元，增长203 . 5%；网购保税进口8亿
元，增长667%。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11日，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

宝钟，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
板上市交易，成为青岛市第43家A股上市企业。森麒麟公司
股票简称为“森麒麟”，股票代码为“002984”，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为69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约12 .09亿元。

当日，森麒麟新股开盘价22 . 75元/股，涨幅19 . 99%，临
时停牌五分钟后，随即上涨34 . 49%，报25 . 5元／股，再次
临时停牌半小时后，股价一路涨至27 . 3元／股，涨幅
43 . 99%，达到首日44%的最高上涨幅度。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区，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58066 . 894万元，主要从事半钢子午线轮
胎和航空轮胎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产品主要类型包
括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及特种轮胎。经过多年的深耕细
作，该公司已成为轮胎智能制造、工业4 . 0智慧工厂的行
业龙头。目前，公司已在泰国投资建成了具有世界领先水
平的智能化工厂。

地铁列车自主运行系统
拿到工程应用“通行证”

前8个月青岛外贸
进出口总值3955亿余元

青岛增一家A股上市企业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11日，青岛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透露，青岛市
将借助《青岛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施行之机，充分
挖掘公共数据潜在价值，释放数字红
利，发展壮大数字经济。

《办法》分五章共十八条，从总则、
开放利用、多元开放、监督保障及附则
五部分对公共数据开放工作进行了规
范。目前经青岛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办法》明确了公共数据开放的管
理体制，确立了“开放为常态、不开放
为例外，统筹管理、分级分类，需求导
向、合规应用，安全可控、评价监督”的
基本原则；开放主体方面，不仅明确了
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
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及邮政、通信、水
务、电力、燃气、热力、公共交通、铁路
等公共事业运营单位。

《办法》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精准
化开放，首次提出分级分类开放，对开
放数据进行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进一
步扩大数据开放范围，提升开放数据
质量；鼓励数据开发利用与加强行为
监管并重，鼓励社会各方在不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
数据利用活动。

“公共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性、战略性资源。公共数据开放是提
升政府管理水平、推进政务公开、保障
社会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青岛市大数据局局长崔卫东介
绍，《办法》打造多元数据开放和融合
应用新格局。青岛市着力构建多元数
据生态体系，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等单
位依法开放自有数据，促进公共数据和非公共数据融合
应用，推动建立合法合规、安全有序的数据交易机制。

青岛还将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引入、应用模
式创新、数据服务推荐等方式，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
发展，营造良好开放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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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9月9日至10日，由山东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等九部门联合主办，青岛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城阳区政府承办的山东省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青岛举
行，来自全省的50个项目通过路演评审
等形式进行对决，最终决出一等奖6
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其中，
青岛市获得一等奖2项，三等奖6项，获
奖总数居全省第一。

大赛同期还举办了退役军人创业创
新主题沙龙、优秀参赛项目直播推广、
军创成果展等活动，并特别邀请了11家
金融、投资和证券机构共同参与项目路
演和评审，为优秀军创项目提供融资、
贷款等一系列服务。图为军创成果展。

首届全省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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