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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初步建成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山东 95%出口农产品合格
本报讯 作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大

省,山东今年又有新突破。 山东省政府
日前下发《关于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省的实施意见》, 确定创建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 , 在现有示范
区、示范市建设基础上,把出口农产品
质量安全推向一个更高水平,为全国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山东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出
口、消费大省,也是最早在全国开展出
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的省份。
自 2007年, 山东省总结推广安丘区域
化管理经验, 至 2009年将其上升为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管理模
式,已经走过 8个年头。

从“安丘模式”到“威海经验”,从
“山东成果”到“全国共享”,得益于出口
农产品质量示范区建设,山东省出口农
产品检验检疫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9.95%以上,连续 15年居全国首位。 山
东省出口卫生备案食品农产品企业达
到 2994 家 , 占全国同类企业数量的
21.73%。

为适应农产品出口新形势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新要求,在国家有关部委支
持下,山东确定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省,按照“一个标准、两个市场、
以外促内、统筹发展”的总要求,推动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优质农产品由出
口保障转向全民共享。

计划将通过连续 3年的示范省创
建活动,到 2017年,初步建成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农产品市场流通更加高效便
捷；重点培育的农产品国际知名品牌达
到 100个；农产品年出口力争达到 200
亿美元。

山东省 80%以上的县(市、区)建成
示范区,主产区的市建成示范市,出口农
产品检验检疫合格率保持在 99.95%以
上,区域性、系统性和行业性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从示范区、示范市上升到示范省,

内涵、外延都是大的提升。”山东省商务
厅副厅长吕伟介绍说,示范区建设依旧
侧重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农业投入品
控制、可追溯、品牌引领、监测预警和科

技服务等六大体系。
示范市则更强调三个方面,建设区

域性现代农产品流通市场、打造区域性
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以及依托区域农
产品资源优势,构建区域性农产品主体
功能区。

而在示范省层面,重点加快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强化引领效应:一是建设山
东省农产品国际标准质量安全公共服
务平台,参照日本、欧盟等进口国家(地
区)标准,制定山东省主要出口农产品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建立起第三方认证和
监管机制,通过信息化、标准化的紧密
结合,形成责任清晰的诚信管理体系；

二是加快建设国内外市场开拓平
台。 加强示范省整体宣传推介,提高山
东农产品国内外市场美誉度,在支持农
产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不断提高省
内农产品展会规模和档次,培育有影响
力的山东国际食品农产品博览会。
“解决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必

须坚持发挥市场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
相结合。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吴清海

认为,创建示范省的意义就是在尊重市
场规律的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在全省
区域范围内建立一个包含由政府部门
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和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相结合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

而在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
全局副局长林伟看来,今年以来,中国外
贸形势复杂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创建示
范省可以全面提升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加快山东对外贸易结构的
调整,形成对外竞争新优势。
“此外,通过出口食品农产品的引

领效应,也必将带动国内食品质量安全
提升,从这个角度讲也是山东省惠民生
的重要举措。 ”林伟如是说。

据了解,为确保创建目标的实现,山
东省将加强对相关工作的监督检查,对
各市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实施示范区、
示范市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 对连续 2
年抽检不合格、整改无效果和发生重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给予摘牌。

(代玲玲)

■ 开放山东连世界

14家鲁企开拓境外房地产市场
山东省上半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近 35%

本报济南讯 在世界经济的缓慢
复苏中,山东省“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成为对外开放的一大亮点。山东省商务
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
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近 35%,表
现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受国内房地产政策调控、市场需求

饱和、信贷收紧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开
发商和投资企业陆续将目光投向海外。
1-6月份,山东省核准房地产境外投资

企业 14 家,中方投资 5.2 亿美元,增长
11倍,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
大、罗马尼亚等国家。

境外资源合作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新核准资源开发类境外企业 16 家,中
方投资 9.9亿美元,同比增长 32.4%。 如
青岛鲁海丰投资 1.96亿美元在毛里求
斯、马来西亚从事渔业开发项目,青岛
恒顺电气投资 9900万美元在印尼从事
镍矿开采项目,烟台园城集团增资 6020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开采项目
等。

与此同时,优势行业企业加快转移
过剩产能。全省核准优势产能境外转移
企业 36家,中方投资 7.9亿美元。 其中,
东营奥戈瑞投资 2亿美元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与印尼沃奇威尔森多公司合
资设立东方奥戈瑞有限责任公司,预计
将转移产能 800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
和 200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

值得一提的是,现阶段我省对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正在不断
增长。 全省境外投资前三位分别为香
港、美国、澳大利亚,上述三者投资合计
占全省的 46.8%。 而受苏丹冲突、 越南
骚乱等不安全因素影响,我省对非洲和
越南投资增速放缓。 截至 6月底,山东
已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 238家,中方
投资 37.8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实际
投资 21.3亿美元,增长 5.3%。

来自山东省商务厅的统计亦显示,
今年以来,山东省对外承包劳务同样活
跃, 并在项目规模方面出现大幅上扬。
上半年,山东省新签过亿美元对外承包
工程大项目 16个,合同额 45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 23.1%和 25.7%, 拉动增长
17.3个百分点,占山东省总额的 73.8%。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2168人,同比增长
33.6%。

(代玲玲)

啤酒节帆船周海洋节幕启青岛
本报青岛讯 8月 16日, 第 24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2014 年第六届
青岛国际帆船周暨青岛国际海洋节
分别在崂山区世纪广场啤酒城和青
岛奥帆中心开幕。 这是岛城三大节
庆品牌活动首次同日启动。

本届啤酒节荟萃了来自 12 个
国家的 34 个知名品牌 300 多种啤
酒,除青岛啤酒、美国百威、丹麦嘉士
伯、 墨西哥科罗娜等全球十大啤酒
品牌外,新加坡虎牌、德国科隆巴赫、
慕尼黑皇家等世界知名品牌也竞相
亮相, 海内外游客可以在为期 16天
的啤酒盛宴中品尝各大洲不同风味
的啤酒。

青岛国际啤酒节始创于 1991

年,是仅次于德国慕尼黑啤酒节的全
球第二大啤酒节。 为了总结 24年来
的办节经验,本届啤酒节首设啤酒节
博物展, 是啤酒节历史上规模最大、
参展物品最多、 展出时间最长的文
化展览。

今天上午,以“帆船之都,助推城市
蓝色跨越”为主题的 2014年第六届青
岛国际帆船周暨青岛国际海洋节在青
岛奥帆中心开幕,来自澳大利亚、俄罗
斯、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
位帆船运动员将参加帆船周各项赛
事。 这也是青岛两大海洋庆典品牌活
动首次合并举办。（薄克国 白 晓）

右图：啤酒节开城仪式上,演员们
表演啤酒舞。

阿根廷运营青岛造动车组
总计 709辆城际动车组将分批交付

本报讯 阿根廷当地时间 7月 21
日, 来自青岛市的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
司首批 6列(54辆)城际动车组,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萨缅托线投入
运营。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出席了中
国列车的上线运营仪式, 对该城际动车
组的设计水平、制造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2013年初,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
司先后两次获得总计 709辆、总额近
10亿美元的阿根廷城际动车组供货
合同, 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城际动车组
出口量最大的一笔订单。

据介绍, 该批城际动车组的最高
运营时速 100公里,每节车最大载客量
为 310人, 采用 1676毫米的宽轨转向
架。 车辆采用国际先进的牵引、制动系
统,转向架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当地的线
路条件,安全裕量大。
据悉, 总计 709辆城际动车组将分

批交付, 第一批项目服务于萨缅托线的
城际动车组 25列(225辆)已全部交付,30
列 184辆服务于麦特线车于 9月交付。
第二批 300辆罗卡线城际动车组将于
2015年 7月全部交付阿方。（薄克国）

高速铁路投融资模式新探索

济青高铁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
本报济南讯 近日, 山东铁路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济南至青岛高
速铁路面向国内外引进战略投资者。此
举是对中国高速铁路项目投融资新模
式的积极探索。

据了解,山东省积极贯彻国家关于
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
设决策部署,按照“山东省为主、多方参
股、平等协商、依法合规”的资本金筹措
原则,积极探索济青高铁项目投融资新

模式,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性、开放性,切
实降低融资成本,力争在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投资上实现突破,确保项目公司按
照资本来源多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要
求进行规范运作,体现铁路投融资体制
改革的核心要求。

今年 6月 10日, 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复新建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项目建
议书。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是山东省第
一条由地方控股的国家铁路网干线铁

路项目,山东省政府明确由山东高速集
团控股的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牵头组建项目法人实体。济南至青岛高
速铁路是国家“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
运通道青太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发挥济南、青岛两
大核心城市的龙头作用,对加快半岛城
市群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我省“两区一
圈一带” 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济南至青岛 1小时

直达,是济南与胶东地区客运交流的快
捷通道；与青荣城际、青连铁路等衔接,
连接济南青岛间多个中心城市和通达
山东沿海烟台、威海、日照各中心城市,
形成省内的“2小时”交通圈；济南至青
岛高速铁路与京沪高速铁路和石济、石
太等客运专线相连,可形成山东半岛到
京津冀、东北方向和山东半岛到中原城
市群、长三角的快速客运通道。

(吴荣欣)

让“好客山东”进入
美国寻常百姓家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旅

游局赴美与美国旅行机构美国汽
车协会及其旅行门店达成合作协
议,借助美国汽车协会及其相关媒
介强大的公信力和会员影响力,让
山东旅游进一步进入美国公众视
野。

据了解,美国为山东省入境旅
游市场第三大客源国,仅次于韩国
和日本。 美国汽车协会(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简 称
AAA)现有会员超过 4800万人,其
中付费会员 2100万人, 大西洋中
区总部会员 210万人, 有 67家独
立旅行分店, 可运作组团业务,销
售目的地旅游产品。

按照协议,山东省旅游局将于
9至 12月份在美国汽车协会旗下
的 大 西 洋 中 区 会 刊《AAA
World》、区域旅行指南季刊《AAA
Traveler》、 全美 AAA网站首页投
放广告,并与好客山东英文官网及
线路产品预订页面实现链接。

此次宣传,山东省将重点突出
“发现真正的中国———孔子故里,
好客山东”主题,首批旅游产品将
重点放在山东文化旅游主题及冬
季“到好客山东,过传统中国大年”
主题产品上,以吸引更多的美国游
客来山东旅游。

(高晓雷)

首届山东(国际)
美术双年展将举办
展出近 30国 1200余件精品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第五届山
东文博会执委会了解到, 作为文博
会配套活动,首届山东(国际)美术双
年展将于 8月 28日至 9月 3日在
济南市美术馆、济南市图书馆、济南
市群艺馆开展,届时将展出近 30个
国家的 1200余件艺术精品,为广大
观众带来一场唯美的视觉盛宴。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担

任学术主持单位,第五届山东文博
会执委会主办,山东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济南
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双年展文化
发展中心承办,主题为“齐鲁青未
了”。

据介绍,组委会共收到国内外
参展作品 5000余幅, 初评共遴选
出 2000 余幅艺术作品,8 月中旬,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和山东美术双
年展组委会将邀请中国美术家协
会组成专家评审小组,对初评作品
进行终评, 选定 1200余幅精品力
作参加展出。 (赵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