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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makers, Innovative Thinking - Model
of the New Era
改革是时代的主 题，创变者是时代的主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之机莅临青岛，留下“办好一次会 , 搞活一座城”
的嘱托。人们期望这座魅力之城在革新求变中再上
层楼，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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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全人类共同愿景
Realizing Mankind's Shared Vision of Health for All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在青岛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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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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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精英挑战赛快乐奔跑

The Third Chinese Enterprises 24-hour Elite Challenge
kicks off in happiness
青岛，一座依偎于蓝天碧海的海滨城市，一句“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仿佛是为她量身而作。这是一座不动
声色却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有古老的红瓦绿树，也有秀丽
的山水风貌。春日赏花、盛夏游海、入秋赏叶、深冬映雪，变
幻春秋、日夜不同，却让你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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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有一种味道叫吃“早茶”
There is a flavor called "morning tea" in Qingdao
“红瓦 、绿 树、碧 海 、蓝 天”辉 映 的 是 青岛的 城 市风
貌;“赤礁、细浪、彩帆、金沙”刻画的是青岛的海滨风景;“海
鲜、啤酒、烧烤”讲述的是青岛的美食故事。青岛的美食圈，
如同一个缤纷的“万花筒”，鲁菜、川菜、粤菜、韩餐和日料
等等，时常轮番轰炸着我们的味蕾。也因此，我们对一座城
市的记忆，往往是从饮食开始的。

INFORMATION / 资讯
“2019 青岛国际时尚季”引领时尚理念、打造时尚名片
近日，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作为国际时尚城建设的牵头部门，会同青岛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市贸促会，正式发布将于 7 月至 10 月期间举办“2019 青岛

喜玛拉雅·东方时尚
美术馆落户青岛

中铁世博城音乐文化艺术年开幕
近日， 2019 中铁世博城音乐文化艺术年暨亚洲公馆酒店开业盛典拉开了帷幕，

日前，喜 玛 拉 雅·东 方 时

将奉上一场跨年艺术盛宴：7 月的国际古典音乐大师班邀请世界知名音乐家到场提

尚美术馆举行开工仪式，标志

供面对面的深入指导以及同台演出机会；8 月中旬，2019 中铁世博城穹顶音乐节将

据介绍，“2019 青岛国际时尚季”举办期间，全市将举办第三届世界休闲体育

着青岛开启国际化美术馆的新

在极具音乐号召力的国内乐坛大咖引领下，有近 20 组乐队依次登台表演，若干特

大会、青岛国际影视设计周、中国（青岛）国际时装周等 10 项重大活动，2019 尚城·青

篇章。该美术馆由青岛中纺亿

色单元还将邀约国际最具个性的顶级艺术团体参演，旨在将中铁世博城打造成今夏

岛国际水彩艺术季、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等 20 项重点活动，
以及由群团组织、
学会、

联时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必打卡之文艺地标；10 月，由北欧 5 国使馆联合发起的北欧音乐生活节，以音乐为

协会、驻青各高校、各区市等组织的 100 项一般性活动，涵盖文化、旅游、体育和

和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共同筹

媒介传达优雅简约的北欧生活理念。

国际时尚季”系列活动。

会展等四大方面。同时，
“2019 青岛时尚季”还发布了统一的形象标识 Logo，标准化、

建开发，总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规范化打造“时尚季”标识。

将 呈 现出 1 个 综 合 性 主 馆 和 5

超级会展生活城。未来，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乐曲和歌声将在这里回荡，为青岛献

个主题展馆。

上高雅的艺术享受。

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是集展览、会议、酒店、商业、办公等多业态为一体的

业园区运营，打造一个艺术与

近日，青岛凤凰音乐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精彩亮相，在为期 2 天的演出中，有
100 多位音乐人唱响“音乐之岛”, 近 2 万人集聚凤凰之声大剧院及音乐广场，见证
青岛首个专业音乐节——凤凰音乐节。本届音乐节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音乐之
岛”城市名片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重要活动之一，标志着青岛
国际时尚季活动徐徐拉开序幕，成为时尚青岛的“新地标”。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在加快推动梅纽因音乐学校、山东艺术学院青岛校区
和青岛上戏艺校建设，同时明确音乐产业发展方向。结合时尚城市建设，构建山海—
沙滩—音乐时尚空间体系，树立“音乐之岛”的鲜明形象。

生活、艺术与自然环境、艺术
与商业融汇贯通的公共空间。

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大奖赛 9 月 开战
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承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排球分会执行，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青岛黄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扶持中青年艺术家，促进国内、

江苏一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教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 2019

国际艺术交流，让艺术走进千

年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大奖赛将于 9 月在金沙滩啤酒城举行，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

家万户，让更多的市民百姓有

地青岛西海岸新区。

青岛文化艺术新地标。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积极培育和打造高
端体育赛事，大力挖掘时尚体育项目，先后成功举办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
亚洲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

凉泉理想村开园
12 个乡村产业振兴项目
落户崂山区

“发现·青岛”
2019 城市定向赛
7 月开跑

近日，凉泉理想村乡创园开园，

2019“青岛国际时尚季”系列活动

标志着崂山区乡村振兴一号工程首战

启动仪式暨“发现·青岛”城市定向赛

告捷，也预示着青岛市崂山区打造全

即将于 7 月 14 日火热开跑。本次城市

域旅游示范区迈向了新高度。凉泉理

定向赛秉承“开放、现代、活力、时尚”4

想村由乡伴集团投资 1.5 亿元打造，

大主题，赛事规模共 1 万人，设置近百

社区参股进行分红，合作年限“3+20”

个任务打卡点，设计了 32 条各具特色

年。当天，还有 12 个乡村振兴项目集

定制线路，充满挑战性与趣味性。

中签约。

“发现·青岛”2019 城市定向赛是

据介绍，青岛市崂山区将继续加

一场将青岛的历史、人文、时尚资源通

大乡村建设的财政投入，继续研究乡

过重新包装和赋能，全民参与、不断探

村振兴和产业振兴的相关扶持政策，

索、挑战自我的沉浸式体验赛事，将为

以“店小二”精神为参与崂山区乡村

百万市民展现一场城市发现之旅。

振兴的市场主体服好务。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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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
在青岛举行
2019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
标赛于 7 月 5 日至 13 日在青岛举
行。本届锦标赛由国际比利和斯
诺克联合会、中国台球协会、青
岛市体育局、平度市人民政府主
办，也是青岛承办的世界最高水
平的台球赛事。本届赛事以促进
世界体育文化交流和提升中国台
球影响力为目标，将进一步展现
青岛“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的国际大都市形象，为青岛的国际
时尚城建设攻势和突破平度莱西
攻势贡献力量。

设，繁荣发展新媒体产业，日前，
20 余位新媒体行业大咖与近千
名观众齐聚中国新媒体创新峰
会暨 2019 微梦全国行·青岛站
活动，围绕短视频行业发展、
新媒体内容创业等议题，洞见
新媒体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本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北京

通过展示国内外经典艺术展览，

机会分享艺术。这里也将成为

为助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

次活动由青岛市委网信办指导，

这座美术馆将结合创意产

凤凰音乐节嗨翻金沙滩

中国新媒体创新峰会
青岛精彩亮相

微梦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新媒体协会、青岛出版集团
主办。

崂山区女企业家
商会成立
近日，崂山区女企业家商
会正式成立。该商会的成立 , 旨
在搭建起女企业家联谊沟通、

青岛发布三个攻势作战方案

维护权益、共谋发展的平台，
促进会员企业的健康发展，将

近日，青岛发布了海洋攻势、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和“双招双引”攻势 3 个作

商会打造成为一个美丽、时尚、

战方案的主要内容。三大攻势的总体目标分别是：到 2022 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

彰显崂山时代形象的社会化知

突破 5000 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31%，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

名品牌，为建设宜居宜业的现

到 16%；到 2022 年，青岛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时尚城建设

代化山海品质崂山作出贡献。

初具规模，“一会三都三城”( 万国建筑博览会，帆船之都、电影之都、品牌之都，

近年来 , 崂山区女企业家

海洋之城、足球之城、啤酒之城 ) 建设日臻完善。青岛将通过实施青岛国际时尚季

们主动适应时代要求 , 始终站

活动，开展时尚与文化、旅游、体育、会展四大战役，全面推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

在发展前沿 , 在各个领域、各

设；到 2022 年，全市“双招双引”攻势取得突破性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社会

个行业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

化招引工作机制全面形成，产业链、资金链、技术链、人才链有机统一，“双招双

充分展现了当代女性的时代风

引”量质齐升。新设立外资企业 3500 家以上，比现有外资企业存量增长 50% 以上，

采 , 为崂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新增实际外资 260 亿美元以上，新引进内资项目 1 万个以上，利用内资总量突破 1.2

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社会各

万亿元，引进国际贸易主体数量翻一番，达到 9000 家以上。加大人才集聚力度，新

界的广泛肯定。

增 100 万名左右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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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from Shenzhen, Outperform Shenzhen

——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 Open, Modern, Dynamic, Stylish

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已走出了一条从跟随模仿式创新迈向源头引领式创新的跃升之路。（图 / 摄图网）
Shenzhen, as a leading city in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stepped out of a leap from following imitative innovation to source-led innovation.

Striving to learn from and keep pace with Shenzhen by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青岛进入创新驱动主导、处处充满活力、

平总书记对青岛的期望，辜负了中共山

利逐渐消失，深圳的成功则更多地源自

保持持久动力的又好又快发展新格局。

东省委省政府、全省人民对青岛的期待。

创新、源自创造、源自创意。
“创意城市”

因此，中共青岛市委决定“放大坐标找

为当下如何重新塑造城市形象与增添城

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伦敦、

不足、提高标准找差距”“对标深圳、

市活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与模式，不

巴黎、东京等都是“创意之都、创意之

学赶深圳”。而学赶深圳很重要的是学

仅从目标定位、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改

城”，是创意思维、创意经济、时尚创

习深圳创新、开放、改革的内在机理，

变了城市发展模式，而且从社会网络、

意的策源地。无论是城市设计、建筑设

学习深圳人创新深圳、设计深圳、规划

文化体验和公共政策 3 方面重构了城市

计，还是景观设计、产品设计；无论是

深圳、营销深圳、经营深圳的创意思维、

的发展路径。因此，青岛要学赶深圳就

工作方式、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方式、

创意理念、创意品格、创意作风。对青

必须通过“创意青岛”破解深圳的创新

生活环境；无论是城市公共环境空间，

岛来讲，无论是建设开放青岛、现代青

密码、求取深圳的创意真经，用市场化、

还是企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等都

岛，还是建设活力青岛、时尚青岛，无

法治化、平台化思维让全社会创意创新

放发展的桥头堡。学赶深圳，必须搞清楚学什么、怎么赶的问题，只有学习深圳创新、开放、

充满着“创意”，给人以新颖感、美丽

不要求“创意青岛”作为动力与路径、

创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涌流，确保把习

发展的内在机理，掌握其内在规律和内在机制，才能学到点上、点到穴位上，才能缩小青岛与

感、舒适感、温馨感、幸福感，吸引着

策略与手段、支撑和保障！只有让“创

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

深圳的差距。建设“创意青岛”是学赶深圳的关键路径和方法，是搞活青岛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世界各地的人们到这里旅游、度假、工

意”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让“创

委要求落到实处。

是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方略和举措。

作、生活。在这里“创意”成为人们工

意”融入企业产品设计、生产与营销，

作的自觉、生活的习惯，“创意”让工

让“创意”融入市民创新、创业与生活，

作更加丰富、让生活更加多彩、让社会

方能真正搞活青岛这座城。

奋力学赶深圳 建设创意青岛
文 /刘文俭 毛振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指示，
青岛放大坐标找不足、提高标准找差距，全面对标深圳、学赶深圳，努力打造山东面向世界开

“创意青岛”的内涵与建设意义

市委部署，经过有关部门的积极准备，

意青岛”密切相关的主题。那么，中共

4 月 8 日，中共青岛市委召开以“学

6 月 28 日创意青岛大会在国际会议中

青岛市委为何提出“创意青岛”？何为

习深圳、创意青岛”为主题的赴深圳考

心隆重召开，青岛市主要领导到会并发

察学习交流会、“头脑风暴会”。从有

世界国际大都市均是“创意之城”。

“创意深圳”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

建设“创意青岛”才能学赶深圳。

市，已走出了一条从跟随模仿式创新迈

建设“创意青岛”才能搞活青岛。

学深圳、赶深圳，要找准“穴位”、打

向源头引领式创新的跃升之路。面对有

“创意青岛”？我们认为，
“创意青岛”

青岛这座城市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找新

通“经络”、疏通“血脉”，掌握其持

限的资源环境的现状条件，通过创意创

表主旨演讲，全面阐述创意青岛设想和

就是青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创意”

的标准、新的目标，满足于小富即安、

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缘由和内在规律。如

新创造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新兴产业发

关部门领导的发言和后续媒体的报道

青岛未来发展，3 场平行会议分别聚焦

融入工作和生活、成为习惯和自觉，用

固步自封，就不能够发挥引领的作用，

果说，40 年前深圳的成功源于把握改

展，塑造城市空间形象，完善城市功能

看，涉及“学赶深圳”的内容多，探讨

“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科技引领城

创想力激发创造力，用创造力提升创新

青岛应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就不能

革开放的先机，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政

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

“创意青岛”的内容少。按照中共青岛

建设”“国际时尚城建设”3 个与“创

力，用创新力提高竞争力和发展力，让

充分地释放出来，我们也就辜负了习近

策红利；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政策红

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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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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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量前 10 名中，有 8 个来自深圳，其中，

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

圳”的不二法则，是“搞活一座城”的

在深圳，90% 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稳居全国第一。如果

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

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

90% 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 的研发

说 40 年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

权。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

理者、创新创业者，只有善于构建平台、

投入源自企业、90% 的专利产生于企业、

度”是改革开放的象征；那么如今“一

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抓创新就是抓发

积极利用平台、不断提升平台，才能在

90% 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 的重

天 46 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

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重要论断，

学赶深圳上走在前列、在事业发展上取

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深圳市企

就是在新时代用创新、创业、创意、创

用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谋划科技创

得成功。

业逐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引领创新

造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新。建设“创意青岛”要求全市各级各

创新之都、创意之城引领城市发展。

建设“创意青岛”要注重工作方法。

的潮流、创意的风向，得益于深圳市始

持续优化有利于创新创业创意创造

部门树立创新理念、强化创新意识、善

建设“创意青岛”不仅需要创新思维方

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创意助推城市转

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既是竞争力又是

用创新手段、整合创新资源、掌握创新

式，还需要科学的工作法，这是建设高

型，把创新创意创造作为从根本上打开

生产力。只有围绕企业发展需求，不断

方法，把创新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民主

效青岛、活力青岛的前提和保障。在实

发展之锁的钥匙，推进新动能强劲迸发。

完善运营服务体系，促进服务资源的多

政治建设、社会治理改善、文化发展繁

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积

深圳产业结构已呈现出经济增量以新兴

维流动融合，才能打造科技含量高、创

荣、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让

极实践以下工作方法：一是“平台法”。

产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以先进制造业

新要素集聚、创意要素活跃的产业生态

创意融入居民创业创造、工作生活的全

就是通过搭建平台、利用平台、优化平

为主、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三

链。深圳《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过程各环节。

台，在更大的市场空间中配置资源，让

个为主”的鲜明特征，深圳梯次型现代

的若干措施》，推出了 20 项改革措施

产业体系初显成效，创新型经济已成为

126 个政策点，努力营造服务高效、管

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根据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

资源要素通过平台发生互动、发生耦合，

深圳夜景。（图 / 摄图网）
Night view of Shenzhen.

思维方式决定我们工作方法的科学性、

以供求、价格、交换的方式实现各自价

不是玩数字造假游戏，而是通过科学工

理规范、市场活力的一流营商环境。持

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与低、决定我们

值。利用“平台法”最关键的就是利用

作方式切实提高发展成效。五是“典型

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强大的产业配套，

能力素质的高与低、影响我们职业生涯

好市场化思维、开放性思维、网络化思

引路法”。就是推出一批又一批、一类

建设“创意青岛”要培养平台思维。

T

o imple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struction on
invigorating the city by hosting

the summit and building Qingdao into

力报告》显示，2017 年深圳综合经济

充分激发了区域内创业热情，让创业者

的长与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

维提高联想力、创想力、创新力、创造

又一类典型，示范引领、面上推广，以

竞争力指数位居全国十强之首。

们能快速将创意、设计、制造等转变为

干部的思维方式问题，强调要注重培养

力。二是“点穴法”。就是把纷繁复杂

点带面、促进全局。要条块同向发力抓

用制度呵护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意

现实。深圳市政府长期以来执行服务为

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

的事物表象分析清楚之后，不仅要找到

典型，根据工作重点重心，在全市培育

to learn from and keep pace with and

创造。知识产权是区域创新竞争力的核

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

思维、底线思维等能力，提高执政本领。

部位，更要找准“穴位”，即找到事物

各类典型，由区市按要求发现并报送部

Shandong for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心要素。一流的创新、卓越的创意、持

管理模式，使企业很好顺应市场发展。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

内在的规律联系，做到对症下药、药到

门，部门认定并由部门和区市共同培育、

续的创造、积极的创业都需要制度的呵

在深圳，对创新的支持、对创业的激励、

宪指出“搞活一座城，首先必须要搞活

病除，一针下去、事半功倍。三是“逆

指导、完善、提升、推广。同时，要把

护。近年来，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

对创意的尊重已成为外化于形、内化于

关键的人”。而搞活关键的人，必须转

茬刮鳞法”。如果顺茬刮鱼鳞，刮不下

部门在区市培树典型的质和量，作为考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成立知识

心的全民共识。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

变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今年以来王

几片来；而逆着茬刮，一刀下去则会刮

核条块工作的重要内容。六是“攻山头

产权法庭，推行行政、民事、刑事“三

让市场活力、创新活力得以充分迸发。

清宪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领导

下一片来。我们面对一些难题、阻力，

法”。就是聚焦城市发展的重点、难点、

审合一”，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知

在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 261 户，

干部要树立平台思维、生态思维。要求

要从问题表现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

痛点、堵点，聚焦需要强力爆破、重点

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拥有企业 151 户，创业密度居全国首位。

“用平台思维做乘法”“以平台思维整

由表及里、追根溯源，深入研究问题背

突破的工作，制定作战图、施工表，组

合资源”“以平台思维营造科技创新大

后的原因，看看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哪些

织“爆破手”“小分队”“尖刀班”，

生态”。建设“创意青岛”，要培养平

部门、哪些行业、哪些环节，想想这些

精兵强将，强力突破，发起一个又一个

台思维。平台思维倡导开放、共享、共赢，

问题为什么长期没有解决。要想精准有

攻势，炸掉一个又一个碉堡，拿下一个

强力保护创新成果，编织知识产权全链
条最强保护网。得益于深圳对知识产权
的尊重与保护，企业能真正激发创新的

建设“创意青岛”的对策与建议
建设“创意青岛”要树立创新意识。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Qingdao sets Shenzhen as its example
strives to become a bridgehead in
world.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is a
key path and method to learn from and
keep pace with Shenzhen, an important
objective and approach to invigorate
Qingdao, and a basic strategy and
measure to establish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stylish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reative City” offers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mode to
shape the city image and increase city
vitality; it not only changes the city’s
development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object position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layout, but also reconstructs

活力、创意的激情。2018 年，深圳市

建设“创意青岛”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创

它的精髓在于打造多主体的共赢共利生

效解决问题，一定要“逆茬刮鱼鳞”，

又一个山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

知识产权产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数量

新、促进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态圈。平台思维的关键词是“连接”，

是谁出的问题，就把谁“刮”掉，问题

显成效，奋力趟出率先发展的路子来。

和质量均大幅提升，多项指标居全国

局的核心位置、第一位置，是我们分析

核心是资源整合。概括起来讲，平台思

也就迎刃而解。四是“乘数法”。加法

“学赶深圳、创意青岛”要求各级

前列：国内专利申请量达 228608 件，

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中国

维是市场化思维、法治化思维、开放型

是个体的累加，而乘法则是裂变式的效

领导干部要矢志不渝地创新思维方式和工

同比增长 29.08%，授权量在全国各大

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

思维、合作型思维、共享型思维、创新

应、整体性的效应、系统性的效应、协

作方式。为此，就要努力做到让学习成为

城市中居第二名，仅次于北京；截至

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

型思维、生态型思维、学习型思维、互

调性的效应，乘法就是效率。青岛要学

习惯、让创新成为常态、让服务成为自觉、

through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2018 年底，深圳累计有效发明专利量

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联网思维、扁平化思维。由于平台思维

赶深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创新、

让担当成为本色、让自励成为精神！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达 118872 件，同比增长 11.18%。每万

根本之策。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

能把更多资源聚集起来、整合起来，通

用好平台，改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

（刘文俭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管理教研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91.25 件，为全

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管理、

过深度挖掘可以实现乘数倍增效应、最

率、扩大发展成效。也就是由“9+9=18”

部主任、青岛市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国平均水平的 7.9 倍。全国企业专利申

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

大效益，因此，平台思维也是“学赶深

转 变 到“9X9=81” 上 来。“ 乘 数 法”

毛振鹏系青岛市情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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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s development path in terms
of social network,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public policy. Thus, to learn from
and keep pace with Shenzhen, Qingdao
must crack Shenzhen’s innovation code
and get Shenzhen’s innovation essence
an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ruction to Qingdao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Realizing Mankind’s Shared Vision of Health for All

T

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opened on June 11 in Qingda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conference.
Noting that good health for everyone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mankind and a key part of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Xi said advancing the global health cause is also important in implement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Xi said the forum is an important effort in promo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which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as been committed.
Xi expressed his hope that the event would help pool strength from all sides, build consensus, enhance exchanges, advance

由博鳌亚洲论坛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于 6 月 10 日至 12 日在青岛隆重举行。
The first Boao Forum for Asia Global Health Forum Conference,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d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was solemnly held in Qingdao from June 10 to June 12.

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全人类共同愿景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青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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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health cause and the health sector,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oper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humanity.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
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
展和人民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
鉴，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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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搭建推动全球健康事业
发展的高端平台

领域的政商学结合、高端对话与务实

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

合作、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综

9 部委为支持单位，世界卫生组织、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合性平台，为积极落实《阿斯塔纳宣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

言》精神，推动国际社会集聚政治意

月会国际联合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以汇聚全球健康领域共识、整合

愿，寻求公共政策与商业和技术创新

国际电信联盟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医药卫生和大健康产业智慧与资源、

的融合，承诺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推

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为大会提供了大力

聚焦卫生健康问题和提升影响力为目

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支持。

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现而不懈努力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在保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

围绕“健康无处不在——可持续发展

持经济论坛特色的同时，对新领域的

大会包括大会开幕式、28 场分论坛、

的 2030 时代”的主题和“人人得享

拓展和探索。大会期间，各国卫生健

4 场创新项目路演会、16 场重要活动

健康”口号，讨论大健康相关领域热

康部门负责人、健康相关国际机构和

以及全球健康博览会开幕式。来自

点，促进全球合作，汇聚良好意愿与

非政府组织代表、工业界、企业家、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名代表参

智慧，共图人类健康的未来。

投资家和知名科学家等嘉宾，就健康

会，重要嘉宾包括多国前政要、院士、

相关领域的话题进行广泛和充分的交

卫生部长、国际组织的官员等。此外，

流与讨论。

学术领域的主持人和演讲嘉宾，创新

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正式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
来贺信。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提升中国在大健康领域的世界话语权的同时，更为加快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图 / 杜永健）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Global Health Forum Conference not only promotes China’s world status in the field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but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

和健康领域的企业家、投资家和科学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

大会由博鳌亚洲论坛、山东省人民政

家也作为重要嘉宾出席。同时，还有

进全球卫生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

府联合主办，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

包括各省市、各领域的政策决策者、

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博

论坛大会组委会、青岛市人民政府承

企业代表以及各大高校、各大研究机

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以

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构的学者等出席大会。

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这

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

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

疗保障局、中国工程院、国家中医药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

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

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

大会在提升中国在大健康领域的世界

健康山东未来可期

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
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

Global Health Forum Facilitates the Growth of Health Industry in Qingdao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
世界目光聚焦青岛
文 /张文萱

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宣读习
近平主席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大会主
席陈冯富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博鳌亚洲论
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

2018 年，国家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明确指出，博鳌亚洲论坛要围绕高新技术、
卫生、教育、文化和新媒体等五大领域，构建 5 个专业性论坛。应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也为
了解决大健康领域的现实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决定发起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作
为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首个独立论坛，健康论坛首届大会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6 月 10 日至 12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在青岛举行，让世界的目光再
一次聚焦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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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阿西也应邀出席并讲话。联合
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来视
频讲话。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由博鳌亚洲论
坛于 2018 年发起成立，是一个健康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左二），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左三），博鳌亚洲论坛全
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右二），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右一），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
宪（左一）共同为康复大学（筹）揭牌。
Liu Jiayi, secretary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second from the left), Ma Xiaowe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ttee (third from the left), Chenfeng Fuzhen, Chairman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Global
Health Forum Conference (second from the right), Zhang Haidi, Chairman of the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first from the right), and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first
from the left) jointly unveiled the Rehabilitation University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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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期间举行康复

目标，在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提出的

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乒乓球大满贯

青岛后勤保障工作很棒，工作人员和

大学（筹）落地山东揭牌仪式。预计

《健康产业发展攻坚行动方案（2019—

得主邓亚萍……这些重量级嘉宾纷纷

志愿者非常专业，一流的服务，一流

到 2020 年，山东全省的医疗医养健

2022 年）》 中： 建 成 2 至 3 个 产 值

围绕健康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照亮人

的会场设施，我们应该点赞。”

康产业增加值将突破 1 万亿元，占地

过百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健康产业

类未来的健康之光，点亮青岛。

区生产总值 10% 以上，成为山东重

集聚区，初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

作为世界知名的滨海城市，青岛

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闭幕。博鳌亚洲

要的支柱产业。

全生命周期、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

能够承办这样一场盛会，把美丽的海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

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

健康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2 年，全

湾、沙滩、阳光、海浪展现给世界，

宣布，第二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

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伴随人民生活水

市健康产业增加值达到 1700 亿元，

特别是还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美好祝

论坛大会将于 2020 年 6 月继续在青

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婴幼儿保健、养

成为青岛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愿，是十分荣光的事情。同样的，城

岛举办。

老保健等健康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健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

市形象是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博鳌

康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为海内外从事

大会在青岛召开，无疑为青岛的健康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再一

医养健康的企业和人士提供了广阔空

医养产业发展，赢得世界的影响和全

次向世界展示了青岛的风采。

间。山东在发展医养健康产业方面有

球的机会。事实上，博鳌亚洲论坛全

来自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余

着良好的基础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博

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已经给青岛带来

名嘉宾注册参会，其中多人为外国前

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的

了机会，带来了实惠。围绕着博鳌亚

政要；短短 3 天的会议期间，大会活

举行，不仅吸引世界目光、聚集专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组织的

动安排及省市领导会见活动高达 50

力量，也让青岛乃至山东与世界建立

健康医养产业博览会，引来全球 200

多场，日程之紧凑、各项活动之密集、

合作交流的缘分，共同应对健康领域

多家企业参展，在会展之前已经和数

省市领导出席活动频率之高，均创下

挑战，推动健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十家企业达成了投资合作的意向，并

了青岛外事工作新的历史纪录。此外，

areas related to the health sector

健康产业发展，让“人人得享健康”

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

多家国外媒体聚焦大会盛况关注博鳌

whole-industry-chain blueprint of

青岛时间。会议期间，英国金融时报、

变成美好的现实。
青岛人均的预期寿命达到了

青岛交出满意答卷

华尔街日报等国际知名媒体给予关注

6 月 12 日，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全 球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因“健
康”盛会而再次扬名世界。
(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博鳌亚洲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组委会提供 )

A

t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held
in Qingdao, more than 2600

guests from 55 countries and regions
gathered in Qingdao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and experience in many
and human future, and outline the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voicing their
opinions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umanit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健康是人类一个最基本、最普遍

报道；美国纽约、英国伦敦、韩国首

在这座适宜健康医养休闲的城市，健

也最永恒的话题。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尔等 12 个国外城市以及北京、上海

for Asia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康医养产业是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健康论坛大会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

等国内重点城市的户外大屏幕上，闪

and charm shown by Qingdao to

略，努力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医

作为典型的滨海城市，青岛拥有良好

具综合性的一次健康论坛，涵盖了涉

现着青岛的精彩时刻；今日头条、腾

养健康产业是全省聚焦聚力推进的新

的健康医养设施，同时青岛正依托海

及健康的政府、科研、技术、理论、

讯新闻等新媒体点击量达 667 万次；

和青岛的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和五大新兴

洋科研的巨大优势开发海洋药物，打

产业、企业、市场、服务等各个层面，

截至 6 月 13 日，全球各类媒体报道
博鳌健康大会发稿 6236 篇。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举办 1 场开幕式暨全体大会、1 场全球健康博览会、16 场重要活动、
28 场分论坛和 4 场创新项目路演会。
Global Health Forum of the First Boao Forum for Asia consisted of an opening ceremony, which is
a plenary meeting, a global health expo, 16 important events, 28 sub-forums and 4 roadshows for
innovative projects.

81.16 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16 岁。

话语权的同时，也为加快中国大健康
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更将助力山东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习近平总

产业之一。发展健康事业、建设健康

造中国的“蓝色药库”。杰华生物、

体现了最高级别、最高视野、最高规

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山东，始终是重要抓手。山东坚持以

华大基因等著名的医药科研机构，已

格等多个“之最”。博鳌亚洲论坛全

全面小康”“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

人民群众期盼为导向，把发展医养健

经落地青岛。青岛正在与以色列的希

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博鳌

综合协调、会务保障、嘉宾接待、安保、

去”。山东是经济大省、文化大省、

康产业作为重要抓手，积极创建全国

伯来大学、华大基因等机构推进中国

亚洲论坛理事会秘书长李保东、韩国

宣传推广、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卫生

人口大省，1 亿齐鲁儿女的健康问题

医养结合示范省，不断提高全民健康

以色列基因工程中心在青岛的建设，

前总理韩升洙、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服务、展会协调、产业促进、环境整

是头等大事，也是山东省重要的奋斗

水平，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

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康复大学在青岛揭

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新加坡

治提升、城市美化亮化提升等各领域

目标。当前，山东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山东省健康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国家

牌，这是全球第一所以康复为特色的

卫生部长颜金勇、柬埔寨卫生部部长

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服务保障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重要指示要

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落地山东，

大学。作为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城市，

蒙文兴、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苏珊

“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服务，

求，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正式组建，全省拥

青岛在医药机械制造方面同样拥有着

娜·雅各布、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赢得与会嘉宾普遍好评。博鳌亚洲论

兴、海洋强省、三大攻坚战、军民融

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8.2 万所，

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一切都构成了青

高力、英国政府首席卫生官戴维斯爵

坛理事会秘书长李保东表示：“青岛

合、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区域协调

床位 60.9 万张。康复大学已经教育

岛发展健康医养产业的深厚基础。推

士、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院全球健康

人民热情好客，城市山美水美，发展

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八大发展战

部正式批复筹建，并在博鳌亚洲论坛

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样是青岛的

中心主任伊洛娜·基布希、中国残疾

日新月异，给各国来宾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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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social circles; the beauty, confidence
the world won recognitions from all
the guests of all the countries. With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Qingdao continu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mmit effect” in the post-Summit
era in an open manner,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ity’s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embrace new opportunities,
and display new highlights.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has not only
given a greater say to China in the
world’s population health industry,
but also presented opportunitie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g health industry, with a
number of major signed health projects
contributing to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Qingdao
and even Shandong Province.

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创新促进健康

28 场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健康无处不在 人人得享健康”的时代主题交流互鉴、凝聚共识，开展智慧的碰撞和激荡。
In the 28 sub-forums, the participants exchanged experiences and shared common understanding around the theme of “Health is
Everywhere and Everyone can Enjoy Health” and carried out intellectual collision and agitation.

Health Beyond Health – In the Yea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30

健康无处不在
可持续发展的 2030 时代
文 /张文萱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围绕“实现全民健康”“创新促进健康”和“健康融入所

球医疗能力提升。

21 世纪
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创新技术爆发式的
产生与应用，
带来了生命科学领域产品
及解决方案
的出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迭代发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创

展，特别是“5G 时代”的到来，应

新技术爆发式的产生与应用，带来了

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

生命科学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出

间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

现。细胞免疫疗法、蛋白组学研究、

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3D 打印、连续化制造及人工智能的

新的医疗服务将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

应用，极大处理促进了生命科学产业

化。互联网 + 医辽领域技术创新，推

的发展。“创新促进健康——创新技

动医疗数据的统一和互联互通，进一

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及应用”分

步助力医生协作网络，促进医疗资源

论坛由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清

KAMOLZ，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

的深入融合，为全球医生赋能。“创

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精准医学与公共

晓曙，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

新促进健康——互联网医疗的未来”

健康中心执行主任 Peter E LOBIE 主

司副总经理王广生，内蒙古伊利实业

分论坛由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持，AOT 创始人 Alfredo BRUNO，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剑秋纷

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主持，中国移

岛海泽特生物科技董事长董素珍，

纷就“创新技术、产业转化与全球市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政企客户分公司

Physicians Interactive 董 事 长 Bernd

场”进行讨论。

总经理戴忠，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原

Altpeter，国际外科、消化科和肿瘤

智慧医疗正在成为“健康中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刘

科医师协会主席及日本红十字会医院

战略实施的新动能，在国家全面推进

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远程医疗管

院长幕内雅敏，美国 Mira 公司联合

医疗健康体系改革之际，人工智能、

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国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Sylvia KANG，

物联网、增强现实、大数据、远程医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和信息化

微 娃 营 养 CEO、IMD 瑞 士 国 际 商 学

疗、精准医疗等，各类颠覆性的新技

司司长毛群安，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

院校友会顾问委员会全球副主席徐琳

术层出不穷，正在推动产业巨大的变

（中国）高级研究员田懋一，国家医

纷纷就生命科学领域前言创新技术的

革并不断取得成就。打造智慧城市，

疗保障局规划司司长王文君，中卫佰

发展及产业转化进行讨论，以期对相

适应新时代，拥抱新技术，融入人工

医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袁玉平，

关技术的应用者有所启迪和裨益。

智能、物联网、传感技术等高科技元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远程医疗信息化专

蓬勃发展的创新技术，唯有产业

素，通过引进国际专业人才与领先技

委会主任委员赵杰，江西省上饶市人

转化才可能实现市场价值。在产业转

术，质控防保与诊疗，以全新模式惠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郑德富就主题进

化过程中，需要有法规、技术、资本

及众生，推动建立共生共赢的产业生

行讨论。论坛认为，中国有庞大的优

的推动，才可实现创新技术的落地以

态圈，成为中国新医改大背景下推动

质医疗资源，具备率先在国内以远程

及全球市场的推广。“创新促进健

行业升级发展的必经之路。“创新促

会诊方式构建医生协作网络，进而聚

康——创新技术、产业转化与全球

进健康——智能时代的医疗创新与发

合全球医生资源，构建全球医生协作

市场”分论坛由世中联经皮给药专

展”分论坛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

网络的基础。也具备率先在国内实现

业委员会副会长、药学博士李秀艳

商会副会长孟冬平主持，邀请到博士

医疗数据的统一，做到数据互联互通，

主持，德国柏林外伤中心烧伤整形

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

训练医疗人工智能，达到并赶超全球

外 科 主 任 Bernd HARTMANN， 艾 欣

海呼吸病研究所所长白春学教授，管

先进水平的重大机遇。论坛倡议，国

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段建

理学博士、研究员、国家卫生健康委

内及国际实体医疗机构共同行动，构

新，德国 QRKSIN 公司创始人 Franz

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

建以远程医疗为主要合作方式、以数

SCHUBERT，美国 Irisys 创始人、董

涛，原（英国）生命爱科首席执行官

有政策”3 大主题设置了 28 场精彩的分论坛。众多重量级嘉宾纷纷围绕健康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的全球医生协作组

事 长 Gerald J. YAKATAN, PH.D.， 奥

博士 Dr. David Joszef TAPOLCZAY, 安

照亮人类未来的健康之光。

织，共同建设健康丝绸之路，促进全

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教授 Lars-Peter

翰科技董事长吉朋松，主任医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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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副会长孟冬平主持，汇聚武汉市人大

以“实现全民健康”为主题的分论坛，以其立足高远的行业视角和扎根现实的人文关怀获得各界广泛关注。
The sub-forum with the theme of “Achieving Health for All”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ith its lofty industrial perspective and humanistic care rooted in reality.

行讨论。

这些创新技术在健康行业的贡献，有

由此带来的疾病付出代价、丢掉尊严

常委会副主任但长春，博士生导师、

自中国医疗队开始，中国在卫生

助于为人类改善健康提升生活品质，

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样的启发，群策

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

领域的南南合作方面有悠久的历史。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促进健

群力以创新思维提出更完善更利于全

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团队”

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

康——新技术在健康行业的应用”分

球普及的此类方案。“创新促进健

首席科学家李校堃教授，教授级高级

和人口流动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和

论坛由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办公厅

康——厕所革命”分论坛由中央广播

工程师、新生源集团总裁、国务院“政

国际格局的变化，应该借鉴过往的

主任伊恩·史密斯主持，世界卫生峰

电视总台主持人田薇主持，泰国暹罗

府特殊经贴”获得者任军，江苏恒瑞

经验并探讨未来对南南卫生合作的

会主席德特勒夫·甘滕，日本科学院

化工集团（SCG Chemicals）厕所革命

集团副总兼全国商务 / 招标总经理、

共同愿望。“创新促进健康——健康

院士、神户国际医疗中心理事、原京

项 目 负 责 人 Attawut KUMKRONG， 南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徐

领域的南南合作”分论坛由盖茨基

都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田中紘一，世界

非水利研究委员会水利用和废水管理

宜富 , 国务院器械武汉分公司副总经

金会健康创新项目负责人 Alex Ng 主

知识产权组织品牌和设计部门副总干

处执行主管 Jayant Narsee BHAGWAN，

理韩蔚明，原（英国）生命爱科首席

持，Ikana Health & Media 创 始 人 Janet

事王彬颖，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

执行官 David Joszef TAPOLCZAY，医

TOBIAS，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

理事、秘书长王波就“新技术在健康

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塞内加尔粪便

士 MBA、英国 G-Med 咨询公司创始

司总经理李粲，Unitaid 对外关系主任

行业的应用”进行讨论。

污泥市场建设项目主管 Mouhamadou

人高荣辉多位业界领袖精英论道把

Mauricio CYSNE，抗艾滋病、结核和疟

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亟需低

GUEYE，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艾滋

脉，从政策、产业、资本等多角度进

疾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新兴市场部

成本并易于普遍实施的创新医疗解决

病社区参与高级顾问莎莉·史密斯，

行探讨，为海内外医疗创新项目的转

门负责人许铭就主题进行讨论。

方案，来解决电力短缺、交通不便、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负责人孙庆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对健康问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探讨交流

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

化落地提供有效支撑。

授、国药东风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典皇家科学院青年院士吴耀文，浙江

副总经理、国药东风总医院院长魏涧

省健康产品安全研究会委员、杭州拜

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目前已

题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

这些技术的国际合作有利于全球健康

代表处副主任、健康与创新部门负责

博士，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善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喆明，

在全球范围内被证明，特别是当存在

运用在与健康相关的方面。“创新促

状况的改善。“创新促进健康——蓬

人吴文达就主题进行讨论。

CEO 张 黎 刚 几 位 来 自 产、 政、 研、

国际乳联（IDF）专家委员会中国委员、 潜在疾病时，从抵抗力到感染，再到

进健康——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与挑

勃发展的健康技术”分论坛由世界卫

资的业界领袖精英，分享智慧，凝聚

伊利集团总裁助理兼创新中心研发负

人类对癌症、自身免疫和过敏等慢性

战”分论坛通过探讨如何健全健康技

生组织疾病控制部门全球疟疾规划司

共识，探求推动国际健康服务模式与

责人云战友就主题进行讨论。

疾病的反应以及对新陈代谢和神经功

术方面的制度管理、健全相关法律法

司长佩德罗·阿隆索主持，遏制疟疾

健康的青年一代，意味着健康的

全球医药健康市场正在发生深刻

能的影响，微生物的痕迹无处不在。

规等，能够有效管控健康技术对伦理、

伙伴关系（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阿

世界前景，因此要共促青年健康。青

调整变化，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是

“创新促进健康——微生物组学国际

法律和社会的不利影响。该论坛由国

布杜拉曼尼·迪亚洛，上海复星医药

年是参与全球健康的重要生力军，健

欧洲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集中

未来突围的必由之路。加大创新医药

研讨会”邀请中美两国微生物组的专

际电信联盟电信发展局信息通信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

康的青年一代，必能更好地促进贡献

区域，自上世纪 90 年代发展至今，

产品的准入、药品集采、鼓励创新与

家、企业家以及投资家就此话题展开

应用协调员哈尼·埃斯坎达主持，实

董事陈启宇，杜克大学全球卫生研究

全球健康。全球卫生的各个维度和领

通过创新及国际化的推动，涌现出一

产业成果转化，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

讨论，以更深入视角推动微生物组学

验心理学家、利物浦大学高级讲师艾

所 所 长 Christopher PLOWE， 比 尔 及

域都应鼓励青年人的积极参与。“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青年健康论坛”

国内资源的深入融合及本土转化，为
全民提供更科学的健康服务。

健康融入所用政策

批优秀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就生命

施为产业国际合作注入动力，中国市

的发展，造福人类的健康。该论坛

玛·博伊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疟疾项目主任菲

科学领域的创新对话，中欧科学家及

场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全球的

由哈佛大学福赛斯学院院长施文元

办公室高级顾问道格拉斯·贝彻，

利普·威尔克霍夫，世界卫生组织全

关注青年人的健康问题，倡导青年人

企业家的交流，不仅可以进行经验上

医疗创新项目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开花

主持，微生物及免疫学家、美国科

IBM 公司医疗保健领域的人工智能项

民医保、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疾病

参与全球卫生问题的解决和全球健康

的互补，同时也可以推动开展进一步

结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

学院院士 Jeff F. MILLER，哈佛大学

目 Watson 健康副首席健康官员 Irene

事务助理总干事任明辉，抗艾滋病、

事业的发展与促进，呼吁老一代与青

的合作。“创新促进健康——中欧生

同时，仍有众多国内外医疗创新项目

医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John

Dankwa-MULLAN， 以 色 列 Clalit 研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新

年一代共同探讨和促进青年的健康问

命科学创新对话”分论坛由欧洲生物

在落地方面存在困扰，尤其是从政府

MEKALANOS， 美 国 Brigham Health

究所创始董事 Ran D BALICER，国际

兴市场部门负责人许铭，全球健康创

题和全球卫生的青年参与。该分论坛

医药协会主席 Ahmed BOUZIDI 主持，

支持到风投资本，创新项目的转化和

International 副总裁 Mark DAVIS，中

电信联盟标准化部门第 16 研究组顾

新技术基金会（GHIT 基金）主席中

英国 G-MED 公司创始人高荣辉，深

落地仍存在较大断层和空白，需要政

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研究

问西芒·坎波斯，百度公司 AI 创新

谷比吕树就“蓬勃发展的健康技术”

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

府、行业、资本及企业的共同推动与

员、单细胞研究中心主任徐健，微娃

业务部首席架构师许言午就主题进行

进行讨论。

心，德国 Medical Valley 管理团队执

孵化转化。“创新促进健康——全球

营 养 CEO、IMD 瑞 士 国 际 商 学 院 校

讨论。

行负责人 Martin REIMER，瑞士联邦

医疗创新项目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友会顾问委员会全球副主席徐琳，安

人工智能、肿瘤免疫疗法等在健

“新世代公共厕所”方案，试图解决

理工大学名誉教授 Pierre VOGEL，瑞

分论坛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芙兰资本创始人周伟丽纷纷就主题进

康领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探讨

全球每天都有人因为缺乏卫生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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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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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
和对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
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
运用在与健康相关的方面。

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的成果引发各界关注。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Boao Forum for Asia Global Health Forum Conference have drawn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重要基础，是培养康复人才的重要途

授、联合国大学全球卫生国际研究所

方面的意识。该论坛由博鳌亚洲论坛

径，也是推进预防、医疗、康复整体

前主任 Anthony CAPON，卡尔斯鲁厄

全球健康论坛主席陈冯富珍主持，香

发展的重大选择。康复大学高起点起

理工学院兼职教授、柏林全球卫生研

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行政助理院长林

步、高水平建设、国际化发展，需要

究所联合创始人奥利·多林，清华大

光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集合多方智慧和技术支持。“健康融

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教授、理学

会东亚地区主任彭玉美，前联合国艾

入所有政策——为了残疾生命的重

院院长宫鹏，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滋病规划署社区艾滋病互动情况高级

建”分论坛将分享国际康复先进理念、 院长、施玉荣伉俪基金教授席（民众

顾问莎莉·史密斯，世界卫生组织驻

科学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经验；交流

健康）教授梁卓伟，泰国公共卫生部

华代表处传播与对外关系高级顾问苏

康复大学建设设想；共同探讨多学科

全球卫生顾问、国际健康政策项目基

沛，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理事、

交叉融合培养康复专业人才、实现研

金会（IHPF）副主席吴美青就“地

秘书长王波，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

究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途

球健康”进行讨论。

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全球卫生

径和模式等问题。该论坛由中国残联

打造健康城市意味着为每位居民

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主

创造条件，让他们过上更健康、更安

中心主任伊洛娜·基可布什就“女性
健康”进行讨论。

持，中国香港复康会高级顾问贝维斯， 全、更充实的生活，这就需要将这一

“实现全民健康——全球公共卫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教授陈智

理念融入与之相关的所有政策，促进

生发展合作”分论坛由中国疾病预防

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医师崔

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从而带来环境

控制中心全球公卫中心主任董小平主

志刚，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教授、

和健康双重收益。“健康融入所有政

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作业疗法系主任、教务局长谷口敬道， 策——健康城市”分论坛由日内瓦国

开幕致辞，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高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郭义，

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全球卫生中心主任

级 顾 问 Angela Maree PRATT， 北 京 大

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李东梅，中

伊洛娜·基可布什主持，世界卫生组

学医学部教授郭岩，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康复科学所所长、中国康复医学会

织东地中海区域主任艾哈迈德·阿

退休国际职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

副会长李建军，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

尔·曼达里，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

原副主任韩铁如，威尔士公共卫生

由世界卫生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代媒体与健康、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

以及探索互联网在医疗产业发展中作

主任廖利民，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生学院创始院长、终身教授 Kee Seng

署 执 行 署 长 Quentin SANDIFER， 中

健康问题亲善大使周柳建成主持，

当代青年面临的健康问题，探讨了青

用；交流生殖健康管理与母亲健康管

展中心创新发展处处长刘志敏，奥托

CHIA，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医学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艾滋病预

马拉维大学医学院学生会主席 Glory

年参与的必要性。汇集全球健康领域

理促进健康中国政策。该分论坛由中

博客中国公司总经理宋宗帅，日本国

科学院组织共同主席刘德培，青岛市

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邵

SEFU，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的资深力量和青年榜样，以青年人的

国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专

际医疗福祉大学前副校长丸山仁司，

副市长栾新，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尼古

一鸣，泰国公共卫生部全球卫生顾

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关峰，联合国

视角探讨青年面临的健康问题及解决

委会 (CHINA-HMO) 主任委员胡波主

华大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汪建，

拉斯·罗世礼，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

问、国际卫生政策基金会副主席 Suwit

人口基金驻华代表洪腾，世界卫生

方式，展现了青年人参与全球健康治

持，中国医师协会秘书长李松林致开

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

WIBULPOLPRASERT，巴基斯坦国立

组织驻华代表处疾病控制与药品协

理的责任与担当，受到了大会主席和

幕辞，韩博士医疗集团总裁陈泠羽，

王蔚，香港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就

医学科学大学副校长 Syed Muhammad

调员施南，联合国难民署驻华副代

到场听众的关注和好评 , 也让人们对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会长杜雪

系主任、教授郑永平就主题进行讨论。 “健康城市”进行讨论。

表 Vivian TAN，原卫生部副部长、中

未来的全球健康领域中的青年力量充

平，慈铭体检创始人兼总裁、韩博士

许多人类今天面临的全球卫生挑

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臻丽美控股有

满期待。

医疗集团董事长韩小红，山东大学附

战很多都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Imran MAJEED，塞拉利昂国家卫生部
副首席医疗官 Thomas Takpau SAMBA，

实现全民健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

限公司董事长谢洁丽，北京大学公共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医疗人

属生殖医院院长、山东省医学会生殖

退化有关。面对全球卫生挑战，管理

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副主任、副教授

才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论坛”分论坛

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金龙，

和应对环境及气候变化的能力尤其重

健康领域从业人员、社工等为实现全

谢铮，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系助理教授

的宗旨是明确健康中国战略对医疗人

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副司长张彩虹，国

要。全球必须共同重视这一问题探讨

民健康覆盖在家庭、社会中充当着重

在全球化影响下，建立和维持具

尹慧就主题进行讨论。该分论坛邀请

才的需求，分析医疗人才的继续教育

家卫健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

以全方位行之有效的政策来保护地球

要角色，但是她们并没有获得充分的

有应变能力的卫生系统对于国际社会

到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以

发展趋势，探讨全科医生的培养模

党委副书记张俊华就主题进行讨论。

健康。“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地球

认可并从中获益。
“实现全民健康——

和各国变得愈发重要。提倡应对突发

Ted 演讲的形式与到场听众共话健康

式，医疗领域管理人才等全方位的人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建设康复大

健康”分论坛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

女性健康论坛”分论坛主要探讨其主

卫生事件、新发和地方性传染病（如

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才建设；交流医疗新政背景下医疗健

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人民

院行政助理院长林光汶主持，悉尼大

要阻碍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发挥女

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的能力建

和权利及性教育、精神健康、信息时

康服务业需求和诊所未来发展方向，

生活质量、提升国家康复事业水平的

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首任星球健康教

性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力提高人们在这

设，对于冲突、疫情、灾难引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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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女性作为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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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所所长、研究员周晓农就“全球
公共卫生发展合作”进行讨论。

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院院士、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共同主

著增加。“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慢

物制药集团新兴市场全球总裁 Susan

席刘德培，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

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分论坛

SILBERMANN，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系统司全民健康覆盖及可持续发展目

的生活照护、医疗服务和康复护理等

将探讨如何在相关方面融入健康概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主

标治理协调员刘岳，日本经济产业省

方面的刚性需求不断增加。据国家社

念，以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任郑志杰纷纷就主题进行讨论。

商务情报政策局卫生保健产业课课长

科基金《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

刻不容缓。该论坛由国际非传染性

( 本文图片由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研究》课题组测算：到 2050 年，中

疾病联盟首席执行官 Katie DAIN 主

健康论坛大会组委会提供 )

提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时代的初

国 80 岁以上人口将达 7500 万，失能

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署长

级卫生保健旨在通过倡导全面的预

失智老人数量将达到 1.2 亿。医疗、

陈汉仪，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

防、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帮助人

护理、照料等围绕高龄老人刚性需求

主、河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创

们重视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加强初

的服务将成为下一个风口。日本作为

始人邓亚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F

级卫生保健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进

较早进入老龄的国家，在医养结合方

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郭岩，VISES

而促进实现全民健康。“实现全民健

面有着成功的探索。借鉴日本的成熟

首 席 研 究 员 Kim SWEENY， 西 澳 大

康——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时代的初级

经验将会给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

利亚科廷大学名誉教授、公共卫生宣

“Sustainable Financing, Medical

卫生保健”分论坛由世界卫生组织驻

带来一定启发。“实现全民健康——

传学会会长迈克·多贝，新西兰梅西

Insurance System and Poverty

华代表高力主持，世界糖尿病基金会

中日生命科学与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论

大学健康学院社会及健康研究教授

Chronic Diseases Management”,

与 SHORE & Whariki 研 究 中 心 联 合

西川和见就“老龄化”进行讨论。

以“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为主题的分论坛，同样获得各界广泛关注。
The sub-forum with the theme of “Integrating Health into All Policies” has also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circles.

学在监管、研究等方面的观点。

危机时挽救生命和减少痛苦、对于实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大区健康、营

董事会主席安尼奥·卡普、“决心工

坛”分论坛由青岛中康国际总经理苏

现全民健康至关重要。“实现全民健

养及人口全球实践主管 Enis BARIS，

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和平、辉瑞

亚勒和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理事、中康

主席莎莉·凯斯韦尔，日内瓦国际关

康——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新发和地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北京大

Upjohn 集团总裁高天磊、美敦力公司

国际健康管理中心院长金刚主持，

系与发展学院全球卫生中心主任伊洛

方性传染病的能力建设”分论坛由世

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

国际关系副总裁顾禅福、国际非传染

株式会社 MAGOS 代表董事 Kazufuku

娜·基可布什就主题进行讨论。

界卫生组织卫生应急计划区域应急主

庆跃，前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申

性疾病联盟首席执行官 Katie DAIN、

NITTA，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探讨抗菌药物耐药性是一个很严

任、卫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司司长李爱

英秀，国际卫生政策项目基金会副主

以色列 Clalit 研究所创始董事 Ran D

书记、副主任、研究员李新华，中国

重的问题。各国都在探讨如何运用政

兰主持，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全球健康

席、健康干预和技术评估基金会副主

BALICER、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就

疾控中心慢病管理处处长、中国营养

策提高人们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的认

项目副主任 Erika PLACELLA，世界

席 Suwit WIBULPOLPRASERT， 全 球

主题进行讨论。

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主任委员马

识、通过监测和研究强化对抗菌药物

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葛西健，世卫组

健康创新技术基金会主席中谷比吕

在中国，中西医双剑合璧共同纳

吉祥，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

耐药性的理解。一些国家已有部分成

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区域主任办公

树，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科技中心项目

入保健系统。“实现全民健康——传

会长孟冬平，日本血液学学会理事会

功先例，包括通过降低感染发病率、

室及通讯和对外关系主任 Dr Angela

主管朱雅蕾纷纷就主题进行讨论。

统医学”分论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认证成员、培训员桥本尚子，卫生部

优化抗菌药物的使用和增加对新药、

ocusing on the three major
themes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novation for

Health” and “Health Integrating in All
Policies”, the first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included 28
brilliant sub-forums.
Among the sub-forums, “Aging”,

Alleviation”, “Health for All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imary Healthcare in the Era of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other ones themed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gained wide attention
from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with
its lofty industrial perspective and
down-to-earth humanistic care. Such
sub-forums as “The Future of Internet
Healthcar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EU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Workshop
on Microbiom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Internet Age:”,

Pratt，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尚

老龄化问题亟待积极应对。提倡

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主持，中国中

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秦斌，中

诊断工具、疫苗及其它干预措施的投

至医疗集团主席霍文逊，红十字会与

探讨老龄化问题，就是分享国际上在

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汉诺威医科大

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副

资。“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抗菌药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主任彭

退休政策、养老金制度、保险制度、

学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古

会长瞿建国，日本科学院院士、神户

物耐药性”分论坛由英国政府首席卫

玉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看护及社区养老制度等方面政策上的

藤博纳，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

国际医疗中心理事、原京都大学附属

生官戴姆·萨利·戴维斯主持，世界

attracted the eyes of all social circles
perspective and pioneering spirit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in
Health Delivery”, “Flouring Health
Technologies: Case Study of Malaria”,
and “Toilet Revolution” which are
themed on “Innovation for Health”

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共同寻找实现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刘

医院院长田中紘一，昆山杜克大学全

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主任

实现全民健康需要充足和可预测

健康老龄化的最优解。“实现全民健

建平，泰国庄甲盛皇家大学校长苏·玛

球健康研究中心慢性病科研室主任和

Angela Pratt，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的持续供资、完善的医保系统和扶贫

康——老龄化”分论坛由欧洲创新与

丽，新加坡卫生部传统和补充疗法、

全球健康硕士项目主任以及杜克大学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总顾

措施。仅仅依靠官方援助并无法持续。 技术研究院首席顾问 John BEARD 主

初级和社区护理司司长吴汉昇，国家

全球健康研究院副教授阎丽静就主题

问陈君石，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

囊括外部支持、国内融资和创新资源

持，国立阳明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内科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世界卫生

进行讨论。

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世界

的综合资金筹措新方法更具有前景。

精神学科副教授范佩贞，韩国前总理

组织传统、补充与整合医学处主任张

食物、营养与体育运动与我们日

卫生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consensus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实现全民健康——可持续融资、医

韩升洙，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

奇纷纷就“传统医学”进行讨论，旨

常生活息息相关。除了全球食物短缺

机构间主任 Marc SPRENGER，华腾

for All”. These high profile guests

疗保险系统与扶贫”分论坛由香港大

院长、终身教授 Kee Seng CHIA，日

在推动安全、有效地推进传统医学，

与食物安全等问题外，随着加工食品

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建平，红十

学李嘉诚医学院行政助理院长林光汶

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人类安全和

号召各个国家采取措施将传统医学纳

数量不断增多、城市化和不健康的生

字国际委员会健康创新与合作部门

主持，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 全球卫生副主席户田隆夫，中国工程

入国家保健系统，并分享有关传统医

活方式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显

负责人 Stephanie S. CRISTIN，辉瑞生

事长杨晓明就主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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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ir cutting-edge industrial
the time...At the plenary and 28 subforums, important gues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engaged in
sharing of their ideas and building
the time “Health Beyond Health, Health
mad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dustry, illuminating the
future of human health and lighting up
Qingdao.

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展示、交流和互通的高端平台，为“健

和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对康复大学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地山东揭牌活动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设进行研究和筹划，组织相关专家进

以来，中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

健康论坛首届大会期间举行。中共山

行广泛深入的调研，为康复大学建设

著成就，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全

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

打下坚实基础。

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医疗卫生服务

义，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中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支持筹建

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

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中共山东省委常

康复大学。康复大学由山东省主办，

素质持续提高。综合馆展出面积 1 万

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博鳌亚洲

驻地青岛市。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

平米。不仅是健康中国战略的缩影，

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

康委等部门共同建设。中共山东省委

也是世界健康产业的投影。综合馆展

共同为康复大学（筹）揭牌。

省政府高度重视康复大学建设，将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

纳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势、发展动态和发展水平。爱康国宾、

求，“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

青岛自然环境优美，经济实力雄厚，

怒江州大健康产业、腾讯、北大医疗、

复服务。”中国有 8500 万残疾人，

医养资源丰富，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

弘慈医疗、金汇空中医疗救援直升机、

康复是残疾生命的重建，是中国残疾

资源，具备高起点建设康复大学的基

华健蓝海、安集协康等知名企业与组

人事业的重中之重，也是残疾人和

础。

织参展，涵盖前沿医药、互联网医疗、

千万个家庭的迫切需求。中国还有

康复大学建设是新时代的创新行

AI 人工智能、5G 远程医疗、尖端设备、

4400 万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也需要

动，担负着为“健康中国”战略服务

生物科技、智慧健康 3D 打印医疗器

优质的康复服务。康复大学将培养更

的光荣使命。康复大学建设将以高起

械、大健康管理、民生医疗保健、健

多康复专业人才，帮助残疾人和老年

点、高水平、国际化的标准，秉持当

康养老、健康公益基金等大健康多个

人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代先进康复理念，融合医学、生命科

示中国乃至世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趋

Sharing the Benefits of Health

聚焦青岛 共享健康红利
文 /张文萱 图 /杜永健

1 场开幕式暨全体大会、1 场全球健康博览会、16 场重要活动、28 场分论坛、4 场创新项目
路演会……6 月 10 日至 12 日 , 来自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名代表相聚青岛，参加博鳌亚洲论
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

复大学建设，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6 月 11 日， 康 复 大 学（ 筹） 落

康中国”建设带来积极助力。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博览会现场
Site of the Global Health Expo of Boao Forum for Asia.

康复大学落地青岛

领域，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创新
服务模式。

2015 年，中国残联提出建设康
复大学，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

学、人文科学等，建成一所以研究为
基础、以康复应用为主导的新型大学。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表示，康复

医养健康产业也是山东省新旧

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康复大

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本届

学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身体康复了，

博 览 会 还 特 别 设 置 了 山 东 展 馆，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教育

生活才有希望。康复大学根植于中国

山东馆展出面积 1 万平方米，共有

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 4 个国

残疾人事业的沃土，承载着残疾人和

100 余 家 医 疗、 生 物 医 药、 医 疗 器

家级发展规划。中国残联大力推动康

家庭的期盼，希望康复大学培养更多

械、健康养老企业和机构参展，主
要展示了山东地区医疗、医药、医
疗器械以及健康养老等产业发展情
况。威高集团、青岛海尔生物医疗、

全球健康博览会
助力“健康中国”

省副省长孙继业、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

为期 3 天的全球健康博览会汇集国

东丽医疗科技、齐鲁制药、山东宏

普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博鳌亚洲论

内外健康产业领域众多知名企业，展出

济堂制药、山东新华医疗、和睦家

6 月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中

面积 2 万平米，分为综合馆和山东馆两

医疗集团等知名企业，代表了山东

康博览会盛大开幕。本次博览会是博鳌

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出席开

个展馆，共有 200 余家企业参展，集中

省医疗卫生产业的水平，也展示了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的重要

幕式，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

展示了互联网医疗、AI 人工智能、5G

山东医养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

板块之一，由博鳌亚洲论坛、山东省人

国主持开幕式。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

远程医疗、前沿医药、尖端设备、生物

态势。山东馆大多数企业以特装形

民政府联合主办，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

织代表、山东及青岛相关部门负责人、

科技、智慧健康、社会保障、大健康管

式展出，展示内容丰富，大量医疗

康论坛大会组委会、青岛市人民政府承

参展企业代表、媒体记者等共 400 余人

理、健康养老、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理念、

卫生新产品、健康养老项目精彩亮

办。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山东

参加了开幕式。

技术和成果，着力构建大健康领域产业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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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博览会开幕现场。
The opening scene of Boao Forum for Asia Global Health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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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聚 焦 Highlight/Focus

的实施，将汇聚更多的企业、人才、
资本以及创新技术落地青岛，为青岛
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同时，参加大会的众多健康产业
企业、发明人和机构展示了新产品、
新技术、新方案，就健康产业的发展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大会设置的路
演环节中，89 个健康领域的创新项
目进行了路演，促进产业与资本合作。
来自青岛的 100 余家企业和金融机构
积极对接路演项目，促进产业与资本
合作。
健康产业关乎民生幸福、经济发
一批签约健康大项目将助力山东和青岛的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A number of contracted health projects will help Shandong and Qingdao promote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展和社会和谐，随着全民健康需求的

的优秀人才，让残疾人得到更好的康

取得重大突破，健康产业已成为当前

业投资项目、5 个战略合作项目和 3

迅猛增长，以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复服务。中国残联将继续会同教育部、 个技术合作项目，涉及高端医疗服务、 全球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必将成为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山东省、青岛市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康养保健、中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本

共同努力，建设好康复大学，为“健

医药等多个领域。据介绍，25 个项

次签约项目的实施，将汇聚更多的企

康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签约合同额达 300 亿人民币，其中

业、人才、资本以及创新技术落地青

外资 2.6 亿美元，25 个项目都已经经

岛，为青岛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广

过洽谈，年内会落地。本次签约项目

阔的发展空间。

25 项青岛健康产业
合作项目签约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首届大会的嘉宾和代表，不仅有多个
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领导、相关国
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卫生健
康领域专家学者，还有众多国内外健
康领域的企业和投资机构，因此搭
建起了健康领域政学商研合作交流平
台。6 月 11 日，青岛健康产业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在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现场
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中共青岛市委
副书记、市长孟凡利等嘉宾和领导出
席签约仪式。现场共有 25 个项目签约，
合同额达 300 亿人民币，这些项目将
为青岛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25 个签约项目中，包括 17 个产

A

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conferences in the population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uring

health industry held in China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in 2019, the Global Health Forum

Forum for Asia, the news about the

captured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thered professional for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Rehabilitation in Qingdao

Signing Ceremony of Qingdao Health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Zhang Haidi,

Industry Cooperation Projects, 25

Chairwoman of China Disabled Persons’

project cooperation agreements have

Federation, expressed that the landing

been signed, including 17 industrial

of the first national-level rehabilitation

investment projects with a total

university of China in Qingdao is a

investment of 36.9 billion yuan, 5

great delight. In addition, the World

strategic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Health Expo held opened for free

3 te ch nic al coop eration p roj ec ts ,

during the same period, demonstrating

covering many key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trend

areas in Qingdao such as high-end

and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health

medical services, intelligent healthcare,

industry i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llowing the general public,

integrated elderly care and medical

including Qingdao citizens, to share

services, high-end medical equipm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nference to

manufacturing, innovative research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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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

融创新中心建设攻势、海洋攻势、科

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成

长李林，人民网党委书记叶蓁蓁发表

技引领城建设攻势、国际时尚城建设

功召开，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气派、

主题演讲，共话发展之举、共商创意

攻势、“高端制造业 + 人工智能”攻势、

山东风格、青岛特色。习近平总书记

之策，集思广益谋划青岛、设计青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攻势等有关考虑和

亲临青岛主持上合峰会，并视察山东、

发展青岛。

思路。

视察青岛，要求青岛“办好一次会，

王清宪在致辞中表示，一年多来，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也在

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青岛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办好一

致辞中表示，青岛围绕落实习近平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次会，搞活一座城”的重要讲话精神，

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对青岛这座城

东、视察青岛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立体、综合、全方位“搞活”青岛，

市作了高层次、宽视野的设计和实践，

示精神，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

建设具有开放、现代、活力、时尚个

城市影响力、吸引力、美誉度正大幅提

创新的理念、创意的方法，在更高层次、

性特质的国际大都市，推动青岛不仅

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岛放大上合

更大空间谋划青岛、设计青岛、发展

成为山东开放新高地的战略支点，而

组织峰会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

青岛，立体、综合、全方位地“搞活

且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台阶，青岛应当充分展现现代化国际

一座城”，加快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和通道。“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

大都市的气象。创意青岛，就是要在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中共青岛市委、

指示，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因此，

全局中谋划、在开放中谋划，在改革

市政府决定举办此次创意青岛大会。

王清宪说：“战略目标定了，我们要做

中谋划、在突破中谋划，找准自身定位，

的，就是明确路径，狠抓落实，用习

让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加速向青岛集聚，

国际标准，旨在搭建创意交流平台和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革除一切阻碍创新发展的体制弊端，

经济合作平台，通过高端思想交流、

装头脑，用新发展理念提升思想方法，

进一步完善容错环境、培育求异思维、

智慧火花碰撞，集聚真知灼见，努力

改造工作方法，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

建立激励机制，形成惟创新者强、惟

为搞活青岛这座城插上智慧的翅膀，

法，用生态思维创发展环境，‘学深圳、

创新者胜的鲜明导向，营造创新兴市、

打造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的新

赶深圳’，发起 15 个攻势，并逐一采

创新兴业、创新富民的良好社会氛围。

重要战略支点，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

用公开答辩的方式制定攻势作战方案，

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创新、始终关注创

记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以优异

推动发展实践不断深入。”随后，王

新、致力服务创新，将进一步关注青

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清宪重点介绍了发起国际航运贸易金

岛，展示青岛变化，讲好青岛故事，

此次创意青岛大会坚持世界眼光、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创意青岛大会上作主旨演讲。（图 / 王勇森）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Creative Qingdao” conference.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Grasp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ity’s fresh prospects

创意青岛大会
抢抓城市发展新机遇，创造城市发展新未来
文 /韩海燕

来自全球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知
名企业、行业协会领导人等 500 多名
重量级嘉宾齐聚此次大会。中共山东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人
民日报副总编辑许正中，上海合作组
织副秘书长谢拉里·卓农为大会致辞，
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主
持开幕式。原国家外经贸部首席谈判
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原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麦肯锡
公司全球资深董事、麦肯锡全球研究

初夏的青岛，清风拂过，温暖和煦。一场汇聚国内外的思想盛宴——" 创意青
岛 " 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院院长华强森，正威国际集团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王文银，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裁杨瑞凯，腾讯集团副总裁马
斌，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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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尚城建设项目签约仪式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举行。（图 / 王勇森）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C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was held in the Anren Hall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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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点外资外贸企业代表等 200 余人

家新一轮的大的战略布局下；第二，

万亿，在全国 5 个计划单列市位居第

与会交流，为青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度

把青岛放在整个渤海湾。

二位。并先后培育出海尔、海信、青啤、

建言。

在主题演讲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

中车四方等世界知名企业和杰华生物、

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

织驻华代表处主任欧敏行，国务院发

日日顺物流、聚好看、伟东云教育等

在致辞中介绍，青岛有着良好的自然

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

一批独角兽企业。青岛有着突出的创

环境和人脉基础，也具备营造对外开

晋平，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关家明，

新能力，是全国惟一一个同时承担技

放良好氛围的必要条件，具有极强的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术创新工程和创新型城市两大国家级

吸纳力和承载力。目前，青岛已经和

首席执行官陈良围绕对外开放新高地、

试点的城市。同时还拥有海洋国家实

全世界的 175 个国外城市缔结了友好

青岛城市国际化、打造国际贸易金融

验室，国家深海基地，国家高速列车

关系和世界上 216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

创新中心以及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对

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字号高端创新

易 往 来， 有 156 家 世 界 500 强 在 青 岛

外开放的议题发表了演讲，分享智慧、

平台，科技创新已成为城市发展前行

落户，青岛曾多次获得“世界银行中

激发灵感、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新动能和新引擎。此外，青岛海洋文化，

在战略对话环节，科技部火炬高新

奥运文化交相辉映，连续多年入选魅

从今年开始，青岛的航空口岸、海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佳能

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港口岸对包括德国、美国、韩国、日

（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江原大成、

的十大城市之一。2018 年成功举办上

本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实行 144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

合组织青岛峰会，再一次以高水平、

小时的过境免签。值得一提的是，青

经理周园、青岛港集团董事长李奉利、

高标准亮相国际舞台，向全世界展示

岛空港目前拥有航线 157 条，可以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兼浙大人口

中国气派，山东风格，青岛特色。

多位重量级嘉宾共话发展之举、共商创意之策，集思广益谋划青岛、设计青岛、发展青岛。（图 / 杜永健）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guests talk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and discussed creative ideas. They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to plan Qingdao, design
Qingdao and develop Qingdao.

过 125 个国内外城市，新建的 4F 级的

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围绕着打造对外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国际机场，将于 10 月正式起用。新机

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

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国投资金牌城市”的称号。

让世界认识一个创新驱动、活力迸发、

化法治化，青岛如何打造最优营商环

经济、城市创意、开放发展等多个领

场设置 4 条跑道，全部完成之后，年

创新中心、塑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

不断涌现。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魅力四射的青岛。

境”“网络新时代如何打造创意新青

域发表见解。有观察，有思考，有建议，

吞吐量将达到 5500 万人。与此同时，

主题提出了各自的专业建议。

变革的风口上，必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谢拉里·卓农在致辞中提到，2018

岛”……一个个极具针对性与前瞻性、

有举措，针对性极强，借鉴价值极高。

青岛港成为中国沿黄河流域和环太平

年 6 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举办，

含金量十足的演讲题目设计，充分展

赋予“上海精神”新时代的内涵，大

示了盛会的“含金量”，也增加了人

大提升了山东省和青岛市的国际知名

们对青岛的关注度。

度。众所周知，青岛拥有现代化的工

此前，中共青岛市委十二届五次全

“科技引领城建设会议”
集聚真知灼见打造创新创业高地

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作为 3 个平行会议之一的“科技

攻势，正如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

列全球第六位，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完

引领城建设会议”同步在青岛国际会

委书记王清宪所言，一个城市经济体量

成了 1930 万标箱，列全球第 8 位。此外，

议中心心海厅举行，会议以“创新驱

再大，没有科技引领也成不了一流城

洋西岸的国际口岸和中转枢纽，和全

“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会议”
高规格智库助力青岛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

记提出的“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

世界 187 个国家和地区 700 多个港口
通航。2018 年货物吞吐量超过 5.4 亿吨，

发展的第一动力。发起科技引领城建设

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

会发起了科技引领城建设等 15 个攻势，

备。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青岛峰

近期，青岛集中对开展的 15 个攻势的

开放新高地建设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

青岛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

动·科技引领”为主题，集聚海洋、生物、

市，因此，建设科技引领城要对标深圳，

会期间宣布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

作战方案进行公开答辩，这种公开、

中心齐鲁厅举行。会议以“开放、合作、

“帆船之都”“音乐之岛”“电影之城”

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院士及海内外专

打造政产学研各类创新要素畅通流动的

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为上合

透明的政策实施方式也成为青岛重大

创新、共赢”为主题，由国务院发展研

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如何打造科技

创新创业生态。促进全球资本，人才向

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平

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常态。

究中心、人民日报社指导，青岛市政府、

隆国强在主旨演讲中也表示，建设

引领城、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流

青岛集聚，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

作为 3 个平行会议之一的“对外

的称誉。

人民网主办，国研智库、青岛市商务局、

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首先要牢牢把

思想、建言献策。青岛市政府副市长

力。使青岛成为引领长江以北地区学术

全方位地“搞活一座城”？成为会议主

青岛市贸促会承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握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新的战略机遇；

刘建军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全市科

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术新发明，产

办方抛给与会嘉宾的“青岛发展之题”。

心副主任隆国强等 10 余名国内外一流

第二，要以增强开放创新的能力为重

技部门代表、驻青高校院所、高新技

业新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全力打造辐射

脑”助力青岛发展。“全球开放新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会精心设置了

专家智库和佳能、波士顿咨询、青岛港

点； 第三，建设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

术企业及民营科技型企业代表等 130

面广，带动力强长江以北地区的创新创

势与青岛机遇”“创建活力青岛”“青

“1+3”4 个板块：“1”就是创意青岛

等国际知名企业和海关、外汇、税务、

要以改善营商环境作为抓手；中国国

余人出席会议。

业高地。

岛未来发展战略构想”“新经济崛起

大会，“3”就是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进出口银行等驻青单位、德国、加拿大、

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

与城市发展新机遇”“民营经济新提

分会、科技引领城建设分会、国际时

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驻青经贸机构

升与青岛发展新活力”“数字经济时

尚城建设分会 3 场平行会议。与会嘉

代与青岛新旧动能转换”“聚焦市场

宾分别从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民营

台。上合组织秘书处将发挥自身作用，
完善合作机制，助力示范区建设发展。
此 外， 这 场 盛 会， 就 是 要“ 借 外

如今，如何创意青岛，立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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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介绍，青岛是改革开放的前

2018 年初，中共青岛市委十二届

建立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各地都要基

沿热土，是中国北方一座极富人文与

五次全会发起了科技引领城建设等 15

以及青岛市相关政府部门、各区市政府、

于对未来大势的把握。她建议青岛，

发展魅力的创新型城市，青岛具有雄

个攻势，吹响了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经济功能区管委、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第一，要把城市的开放，放在我们国

厚 的 产 业 基 础。2018 年 GDP 超 过 1.2

时尚国际大都市的号角。围绕科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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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等主题进行主旨演讲。来自青岛

一场汇聚国内外的思想盛宴——创意青岛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图 / 王勇森）
A feast of ideas gathering at home and abroad-Creative Qingdao Conference opene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创意青岛大会吹响了再出发的嘹亮号角。（图 / 杜永健）
The Creative Qingdao Conference blew the clarion call to start again.

时尚朋友圈大起来、活起来。

零散分布且低效利用的时尚资源进行

维斯，比利时城市基金会主席拉孔德
分别作主题发言。

科技大学、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培育，使时尚资源在新的产业、业态

峰瑞资本、青岛智腾微电子有限公司

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苏杨也

中转化为产品并通过产业链延伸形成

高端思想交流、智慧火花碰撞，集

的专家和企业家，围绕“促进科技成

发布了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战略研究

附加值较高的商品，从而获得新动能；

聚真知灼见……创意青岛大会是一场

果转移转化”主题开展高端对话。

成果，一是从发展角度明晰时尚相关

产业时尚化是结合时尚要素与时尚理

“动员会”，将青岛的决心与信心，

通过举办这次会议，集聚了国内高

概念，国际时尚城建设，就是要对标

念提升现有产业的话语权与引领权，

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吹响了

端专家、企业家的真知灼见，通过开

国际一流水平，通过软硬结合的方式，

从而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并能带

再出发的嘹亮号角。

展前沿思想交流、智慧火花碰撞，使

既实现资源引入和整合、产业互促和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以此激发新动能；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进一步成为全社

业态升级，也形成空间上的时尚生产

四是青岛时尚城建设为国家高质量发

会共识，为青岛市以更加开放的视野、

圈、消费圈、展示圈，最终，形成独

展探寻新航路。国家将高质量发展作

更具创新的理念、更为创意的思维谋

特的城市文化、会聚国际品牌，吸引

为了这个阶段要努力形成的发展特征，

划科技引领城建设，共同打造长江以

更多的人流、资金量、信息流等产业

并对高质量提出了细化的分类要求和

北地区创新创业高地提供了有益借鉴。

和城市发展要素，然后又去带动发展，

目标。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工作部

形成良性循环；二是青岛建设国际时

署，既是问题导向也是目标导向的：从

higher level in wider space with broad

“国际时尚城建设会议”
加快青岛市文化、旅游、体育、
会展等产业融合发展

尚城既必要又可行。无论是区位环境、

问题导向来看，青岛具有国家高质量

innovative method, “invigorate the city”

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城市环境、政

发展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的典型性，

策环境还是产业基础，青岛基础条件

且因为青岛在国家发展排序中靠前，青

创意青岛大会的平行会议之一的

都很好并已在影视、文化旅游、智能

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具有前瞻性和

“国际时尚城建设会议”在青岛国际

技术、时装等产业上具备了全面形成

试探性；从目标导向来看，山东省和青

会议中心安仁厅举行。会议以“新时

时尚三特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在细

岛市在国际时尚城建设中的相关部署，

代、新都市、新时尚”为主题，围绕

分领域达到国际水平的可行性。而且，

基本涵盖了国家对高质量发展提出的

“加快青岛市文化、旅游、体育、会

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对此认识到位，

要求和目标，如果青岛市能完成这些

展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一批与

既有工作部署思路清晰：青岛提出的

工作并达到预期目标，就意味着青岛

时尚相关的产业和基础设施，促进多

“开放、现代、活力、时尚”城市特征，

市按照中央的要求、山东省的工作部

元文化的集聚、交汇、融合，吸引更

实际上前二者是引入和激活要素的方

署解决了在全国具有典型性的发展问

多的年轻人来体验、来生活、来创业”

法，后二者是要素组合后的结果——

题。全国各地都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贡

开展主题演讲和对话交流，打造思想

不仅有活力且是产生新动能的活力，

献思路和实践，青岛市以国际时尚城

策源地、国际时尚城。

引领了发展方向、带动了整条产业链

建设为龙头、以时尚产业化和产业时

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

升级，形成了产业城市互促发展的局

尚化为抓手的思路和实践，如果能够

立杰在致辞中表示，青岛向海而生，

面——这其中自然就体现了时尚三特

在产生新动能上明显见效，就可以说，

因海而兴，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开

征。建设国际时尚城，需要“硬实力”

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为国家高质量发

on global perspective and international
for innovation exchange and economic

领城建设，各部门迅速行动，针对科

转化基地、北京国信会视轨道交通全

放、时尚的城市基因，始终引领着中

与“软实力”兼备，政府要做的工作

展探寻出了新航路，国际时尚城建设

技创新发展的新形势，青岛市科技局

生命周期软件开发、海信集团 SOC 芯

国时尚的潮流，具有打造国际时尚城

是形成城市整体的发展理念、优化城

也许就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时尚”。

牵头编制科技引领城建设攻势作战方

片、激光产业园 6 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市的良好基础和巨大潜力。发起国际

市和相关产业的制度要素和要素组合；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尚城建设攻势，就是要通过时尚与

三是时尚产业化和产业时尚化是青岛

隆国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

案，为全面推开科技引领城建设绘制

此次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浙

T

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proposed in
the speeches given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his inspection tour to
Qingdao and Shandong, make plan and
design for developing Qingdao to a
vision, open mind, creative concept and
in a three-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and all-round wa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stylish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and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decided to hold the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The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Creative Qingdao was sponsored by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People’s Daily Online, and guided
b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People’s Daily.
Over 500 guests including the SCO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high-end
think tank experts and scholars, famous
enterprises and leaders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came to Qingdao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based
standards, aims to build a platform
cooperation, provide wisdom through
high-end exchanges, brainstorm
and penetrating views to invigorate
Qingdao, which will be built into a new

了蓝图。同时，围绕重点攻坚任务，

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郑裕国、

文化、旅游、体育、会展的有机融合，

国际时尚城建设的主要抓手。青岛国际

博士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

strategic pivot for the in-depth opening

积极开展“双招双引”，一批优质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联盟执行秘书长

把青岛建设成为创意活跃、消费时尚、

时尚城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形成新动能，

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英国欧洲设

turn the wonderful blueprint outlined

科技项目陆续落地。会上，华夏基石

罗伯特·安斯利、中科院海洋所所长

文化多元、体育发达、会展高端、令

时尚只有与产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

计联盟主席凯琳贝亚特·菲利普斯，

产业服务集团区域及上市公司总部基

王凡、百洋医药集团董事长付钢，分

人向往的国际时尚城。希望通过这次

形成新动能。时尚与产业的结合方式，

Rfactory 品牌创始人吴英男，世界旅游

地、青岛大学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

别围绕药物生物制造、创新推动区域

会议，让越来越多的时尚人士了解青

可以用“时尚产业化”和“产业时尚化”

组织秘书长特别顾问、西班牙巴塞罗

联盟战略合作、生物医药研发及产业

发展、海洋科技、医疗人工智能创新

岛、关注青岛、汇聚青岛，让青岛的

两方面来描述：时尚产业化是将现有

那旅游局主席胡安·加斯帕特·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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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in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to reality,
and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with
excellent achievements.

关 注 / 特 别 报 道 Highlight/Special Report

青岛与正和岛的“创变之约”

由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正和岛举办的“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于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青岛举行。（图 / 王勇森）
The “2019 Z.H. Island Innovators’ Annual Meeting and Thousands of Enterprises Helping Qingdao (Peninsula) to Develop” jointly organized by
Qingdao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Z.H. Island was held in Qingdao from June 20 to June 22.

2019 Z.H.Island Changemakers Summit &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Peninsula) by Enterprises Successfully Concludes

新时代共享新机遇，携手共赴“创变之约”
“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圆满落幕

青岛，让我感受到强烈的市场气息。我

的东风迅速起飞。如今的青岛更是被

作为中国商界高端人脉深度社交平

们常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寄予了新时代的更高使命，以积极的

台，正和岛通过标签画像、精准高效链

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

姿态、昂扬的斗志立志打造面向世界

接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家并并为企业家供

是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开放发展的桥头堡，打造长江以北地

需对接平台。正和岛这个企业家人群专

用。我们把全国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请

区国家纵深开放的新的重要战略支点。

属的互联网创新服务平台，采取严格的

到青岛来，就是为了优化配置青岛资源。

最后，王清宪发出邀请，“开放、现代、

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为

如果说开放就是为了在更大的市场空间

活力、时尚的青岛热诚地期待更多企

企业家人群提供缔结信任、个人成长及

中去优化配置资源，那么，能够在多大

业家加入青岛”。

商业合作的机会，被誉为中国商界“最

的范围内，吸引来多少优秀的企业和企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低信任成本的人脉金矿”和“永不落幕

业家，一定标志着这个城市有多大的开

张瑞敏在开幕式上发表以《创世界级物

的达沃斯”。

放度。”

联网模式》为主题的演讲。张瑞敏从

而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是正和岛每年

通过他的发言，时间坐标回调到

why、how、what3 个方面层层递进地阐

最重要的论坛活动之一，已在北京成功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述了物联网背景下“人单合一”模式对

举办 6 届。6 年来，论坛活动不断致力

当时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吃饱、穿

于经典管理模式的颠覆。张瑞敏表示，

于寻找和发现那些推动商业世界发展、

暖、用好，而这些需求所对应的产业

海尔提出以“人单合一”来颠覆经典管

让商业世界更美好的创变者们，开辟出

就集中在食品、纺织、家电制造等轻

理模式，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需求。

让企业家们了解中国经济走势、迭代商

工行业。彼时的青岛凭借雄厚的基础

所谓“人单合一”，就是把员工和用户

业方法论的窗口，搭建起将智慧、经验、

和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提出打造品

的需求联系在一起。

判断力、资源、优势全方位链接和共享

牌之都的口号，海尔、海信、青岛啤酒、

的重要舞台，形成了定位创新、格局高

双星等一大批轻工业企业迅速成为了

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林在题为《中国的潜

远，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政商共赢、

带动青岛高速发展的引擎，以轻工业

力与动能》的演讲中指出，在经济下行

注重实效等鲜明特征与独特价值。2019

为主的“五朵金花”也成为青岛对外

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底气也就是

年，第一次走出北京的正和岛将第一站

的一张靓丽名片。那个时期的青岛踩

中国的动能来自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

瞄向了黄海之滨——光彩夺目的青岛。

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乘着改革开放

量和规模、中国经济结构挑战已初见成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变革
是时代前进的标志。当下，青岛正用创
新点燃改革引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山东政府也以创变的姿态，迎接全国创
变者的到来。本次大会，中共山东省委

文 /魏浩浩

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中共青岛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正和岛创始
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海尔集团董事

青山连碧海，岛城聚远朋。青岛，这座创新之城、活力之都在继上合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之后，再一
次牵动了世界目光，迎来了一场中国商界兼具权威性和前瞻性的年度盛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中国企
业经历新时代转型变革的关键时刻，由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正和岛举办的“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
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于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创变者：新时代追梦人”为主题，
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商合作大计，促进青岛（半岛）经济的发展，助力山东区域经济的壮大和腾飞。
本次活动汇聚了近百位全球政、商、学界领袖参会发言，2000 余位金融、资本、产业、贸易、科技、教育、
管理等领域企业家齐聚一堂，于海天之间畅论商道，把脉经济走势，共同探讨企业的核心密码与新发展机遇。

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正和岛首
席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王林，正和岛四川岛邻机构荣誉主席、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等上百位权威
嘉宾出席活动开幕式并做了发言，2000
余名商业精英人士共聚一堂。
王清宪在活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他表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今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多位企业家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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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和塾夜谈会上，企业家们讨论热烈，交流经验，共谋发展。（图 / 杜永健）
In the Z.H. evening talk, the entrepreneurs discussed enthusiastically, exchanged experiences and conspired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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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极具科技感的产品吸引人们的目光。
At the event site, the products with great sense of technology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效、内需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和

智慧凝聚力量，树立“青岛特色” 官张瑞敏，正和岛四川岛邻机构荣誉主

的新引擎、动力结构已发生根本改变。

群贤毕至，又一年变革商业方法论

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正和岛

“中国最强的动力是更大力度地改革开

的创变营；政商学研，又一次深度交流

河南岛邻机构主席、三全食品创始人、

放。”在第 4 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中国

碰撞的智慧盛宴。“2019 正和岛创变

郑州地美特新能源董事长陈泽民，正和

不再是沉睡者、旁观者、落伍者和追赶

者年会暨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

岛江苏岛邻机构联席主席、远东控股集

者，而是第一次有了与世界强国一道引

活动涵盖了 3 天 2 夜的密集议程和 20

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等企业的领军人物

领潮流的机会。

多个互动环节。

在 72 小时内参与了 10 场主题分论坛、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

围绕助力青岛（半岛）发展的目标，

私董会和对接会，充分体会“和对的人

华在致开幕辞时谈到，每个时代都需

设置了书记演讲、市长推介、半岛城市

有的聊”；正和塾、海客圈、夜话等

要有自己的“大人物”，这个“大人

高光时刻、西海岸投资考察、青岛名企

17 个学习互动场景，在青岛完成企业

物”是有大情怀、大担当、解决大问

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的政企对接环节，

家最为之渴望的深度社交；“创变之星”

题、背负大使命的人。“中国企业家

推动“双招双引”，加速产业落地；根

环节，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群体通过创新创造来造福世界，重新

据青岛（半岛）经济发展重点，设置了

事长于德翔、山西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

定义了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与企业家精

新能源、国际贸易、智能制造、科创板、

公司董事长赵士权、新疆海科现代电子

神。”正和岛与青岛一样，也是一座“青

组织变革、战略升级等热门话题，在各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敬耀、珠海随

春之岛”。因为正和岛是向善、向上、 分论坛精彩呈现；“山东与广东企业家

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毕胜、一书阁文

最具正能量的企业家平台，它的价值

双城对话”等专题讨论，两地企业家在

化艺术学校董事长李颖春、江苏艾佳家

与使命是给予中国企业家群体安全感

青岛进行深入的智慧碰撞；近百位领袖

居用品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兼 CEO 潘

与归属感、价值感与成就感、荣耀感

企业和权威机构带来最鲜活的实战案例

定国、华维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崇高感。

分享，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

董事长吕名礼、广东医群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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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锦 8 位“最具独角兽基因的创

窗口。大会设置了青岛、烟台、潍坊、

在前期筹备中，通过行业筛选、系统推

变者”带来了最新锐的智慧分享；更有

威海、日照的市政府领导与 2000 多位

介、意向收集等，共对接成功重点投资

最前沿高端的创新技术展、释放激情

企业家与面对面环节，通过“城市魅力

项目 30 余个（其中世界／中国 500 强

与欢乐的企业家啤酒节晚宴和晨跑活

高光时刻”“第一标签”等互动环节，

企业 7 家、上市公司 6 家）。同时，还

动……丰富的内容，充实的头脑风暴让

充分展示半岛城市群产业优势，为企业

有 200 多家企业计划未来 3 年在青岛布

此次活动真正体现“智慧凝聚力量”，

家落地投资提供广阔空间，并邀请各城

局或扩大投资。

同时，全方位的展示了“青岛特色”。

市代表性岛亲分享城市的优势。

今年的创变者年会除了是一场大咖

对此，正和岛执行总裁史船在采访

新设立和新迁入的法人金融机构，

云集的高端对话之外，还是一次中国企

中表示：“这次活动，青岛不仅给我本

注册资本 50 亿以上，一次性补助 1 亿

业家参与人数最多的欢聚嘉年华。智慧

人，也给正和岛所有参会的企业家特别

元；对国家新认定的“智能仓储”“无

进阶、资源链接、深度社交、欢聚派对

大的震撼。很多企业家通过这次活动对

人分拣“等现代物流项目，给予 200 万

是本次正和岛创变者年会的主题词。
“唯

青岛有了深入的了解。实际上，要了解

元奖补；海洋渔业最高补贴 4000 万；

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一个城市其实涉及很多方面。一是外在

领军团队给予最高 1 亿综合奖补……城

胜。”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者的勉励被

的环境，于企业家而言更重要的是营商

市专场上，政府领导与企业家深入交流

与会嘉宾多次提及。有嘉宾表示，变革

环境，以及青岛本土企业家的风貌，这

座谈，并透露了最新、第一手的 8 大领

时代，“不日新者必日退”，创变者理

三部分其实在这一次活动都有足够的体

域重磅项目清单和数 10 项优惠补贴政

应为建设更具生机活力的商业命运共同

现。比如，第一天的长跑西海岸活动和

策，实现了政企高效链接。本次大会搭

体、推动中国经济共同繁荣作出更大的

沿海一线的灯光秀展示，让很多的企业

建起了政学商研合作交流平台，参加大

贡献，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和

家切实感受到青岛的城市变化，这是外

会的企业和机构展示了众多新产品、新

岛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发现那些推动商业

在环境。二是开幕式上，我们青岛的王

技术、新方案，并就高新产业的发展进

世界发展、让商业世界更美好的创变者

清宪书记和孟凡利市长的发言，非常系

行了广泛的交流，众多前沿领域和热点

们，并鼓励来自全球的创变者们在年会

统地讲述了青岛构建营商环境的方法和

行业的创新项目进行了路演。此次汇聚

上深度参与、展示、分享创变理念与成

路径，非常务实。强调依法以及政府深

的企业、人才、资本以及创新技术将在

果。

入了解企业家的需求，服务于企业家的

这里落地，为青岛（半岛）产业发展、

方式，我想整个内容无不体现这届领导

民营企业升级提供创变活力。据了解，

变者年会官方提供））

he “2019 Z.H.Island Changemaker

T

At present, Qingdao is utilizing

Summit & Promotion of the

innovation to push reform forward and

班子希望为本地的企业以及外地企业打
造健康的营商环境，能够在青岛这片热
土上有更好地发展。三是我们青岛本地

（本文部分图片由 2019 正和岛创

Development of Qingdao

striving to deepen opening-up. The

(Peninsula) by Enterprises” jointly held

Shandong government is also embracing

by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arrival of national changemakers

Z.H.Island was held in Qingdao from

with a willing attitude. Since 2013, the

June 20 to 22, 2019. With a theme of

annual Z.H.Island Changemaker Summit,

“Changemaker, Dreamcatcher of the

as one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这些让外地企业感受到了温暖，以及他

New Era”, the event gathered some 100

forward-looking events of business

们自身对于青岛市的信心，这些都给所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academic

circle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representativ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mitted to finding changemakers

to deliver speeches, and more than 2,000

who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 from the fields of financ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changed

capital, industry, trade, science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 and to

technology, education, management, etc.

encouraging and inviting changemakers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on economic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trends,

the summit in an in-depth manner and

as well as the core codes and emerging

share their change-making theories and

opportunities of enterprises.

achievements.

的这些企业家风貌极为突出。这次活动
除了我们平台组织，更重要的是青岛本
土的‘岛亲’企业，事无巨细地从策划
到内容到接待，他们都有特别大的付出，

有参会企业留下深刻印象。”

政商对话平台搭建
实现资源高效链接
本次“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
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活动的
一大亮点是着力打造了政企合作对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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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开幕式上，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发表主题演讲。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activity, Zhang Ruimi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Haier Group,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张瑞敏：创新创业成为
时代的“引领者”

文 /丁响响

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创变者是时代的主力。“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之机莅临青岛，留下“办好一次会 , 搞活
一座城”的嘱托。人们期望这座魅力之城在革新求变中再上层楼，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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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引领的多重目标变成现实。管理模

张瑞敏在 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开幕

式上，人单合一模式多次进入哈佛商学

式上以《创世界级物联网模式》为题，

院等国际知名商学院课堂案例，《哈佛

讲述了海尔的创新创业实践。他认为，

商业评论》以封面文章《科层制的终结》

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通过创新创业成为

来描述这一模式；工业 4.0 领域，海尔

引领者就是企业的“创变”之道。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 创造了

的管理模式 , 主要都是学外国的，学西

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定制 ; 并购模式上，

方的，按照西方的管理思想来做。然

海尔以沙拉式的文化给美国 GE 等老牌

而经典的管理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已经

家电品牌带来新的生机，在美国家电行

被颠覆了，再照搬照抄肯定不行。目

业下行大势下实现两位数的逆势增长；

前世界处在物联网时代，但是物联网

财务标准上，海尔以共赢增值表创造出

的模式还没有建立。互联网和传统经

了边际收益递增的收益模式；品牌声誉

济一样，与用户之间、顾客之间还是

上，海尔被全球知名机构评定为世界品

交易的关系。物联网主要特点是人工

牌百强中首个也是目前惟一一个物联网

事实上，如今它已天时地利人和

智能，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的不同是，

生态品牌。

齐备。此次 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

物联网与用户是交互的关系，是满足

张瑞敏引用詹姆斯·卡斯“有限的

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是一次

用户的体验。海尔希望能成为第一个

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以延

商界大咖的欢聚，对青岛来说，更是

创立世界级物联网模式的企业。因此，

续游戏为目的”来说明当下企业应有的

一次展现城市风采，突出企业家风格

海尔提出以“人单合一”来颠覆经典

良性发展模式。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说，

的最好机会。创变新基因，赋能新时代，

管理模式，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

成为帝国、成为第一是以取胜为目的，

我们在企业家身上能够看到创变者的

需求。所谓“人单合一”，就是把员

而无限游戏是以延续游戏为目的，为用

魄力与眼光，更能在其中发现属于青

工和用户的需求联系在一起。

户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最佳体验才是无限

岛的全新机遇与挑战。

SAILING CITY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70% 的不入库率，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hangemakers, Innovative Thinking – Model of the New Era

创变者，突破思维成就新时代典范

脚步的前面。目前，海尔正在将物联网

他表示，中国的企业过去没有自己

此次“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助力青岛（半
岛）发展行”是一次商界大咖的欢聚，对青岛来说，
更是一次展现城市风采，突出企业家风格的最好机
会。（图 / 王勇森）
The “2019 Z.H. Island Innovators’ Annual
Meeting and Thousands of Enterprises Helping
Qingdao (Peninsula) to Develop” is a gathering
of business tycoons. For Qingdao, it is also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city’s charm and
highlight the entrepreneurial style.

C

开始，海尔的物联网探索一直抢在时代

从 2005 年创立“人单合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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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要打破已有的规则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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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道：“正和岛最近几年

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发什么，而是我

为这样，在整个经济下行，传统企业

他表示，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

来升级的中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们创新什么，市场就一定需要什么，

都不怎么好情况下，我们去年销售利

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

就是要做社会财富的受托人，绿水青

特来电用团队的前瞻性和对未来产

润税收都增长了百分之十几、百分之

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

山的受托人，中华文化的受托人，如

业 的 把 控， 引 领 行 业 和 产 业 上 的 发

二十几，今年我们也会增长将近百分

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

展。

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股市是风向标，

千百万家企业公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果志向再高远一些，要做子孙后代的
受托人，通过做好这个受托人，点亮

于德翔始终相信，未来的特锐德和

销售利润增长的，股市一定增长更多，

会。公司该思考“面对困难重重，如何

新商业文明的曙光，为让人类命运共

特来电，愿意做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

实际上过去一两年，我们股市的市值

去努力前进？”机会重重，危险也重重。

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贡献我们

的引领者和承载者。

增长翻了将近两番，这是市场投的票。

企业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

我们还在路上，我相信按照“五新”

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现在，很多企

的理念，我们还会走得更好，

业就是机会主义，别人做了我去模仿，

企业家的重要力量。”

于德翔：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
的引领者和承载者

“2019 正和岛创变者年会暨千企助力青岛（半岛）发展行”开幕式座无虚席，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图 / 王勇森）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9 Z.H. Island Innovators’ Annual Meeting and Thousands of Enterprises
Helping Qingdao (Peninsula) to Develop” was packed and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刘永好：勇于突破，
我们始终在路上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演讲

别人做了我去跟随。机会主义在后发的

王林：中国的潜能与动能

初始阶段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够对
机会主义产生路径依赖，一定要有自己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开始时致敬了海尔集团的张瑞敏，“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

事长于德翔在发言中说道：“现如今，

在张瑞敏先生的带领下，海尔之所以

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林在题为《中国的潜

我认为比 5G 和工业互联网更大的产业

如此成功，是因为海尔致力于不断地

力与动能》的演讲从“特朗普将使世界

演 讲 的 最 后， 一 段 名 为“ 中 国

就是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因为新能

颠覆，不断地发现新的创意和创造接

出现 4 个大变化”“中美有差距，但靠

GDP50 年增长 172 倍！的视频点燃现

源汽车引领了全世界第 4 次工业革命。

纳并尊重所有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人

的很近”“中国 VS 美国的弱势”“未

场激情，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现

大家知道第 3 次工业革命是燃气机和

单合一’的物联网模式是印证共生理

来中国的动能，在哪里”“未来，中国

场观众为中国的弯道超车起立鼓掌。

的模式、自己的成果。

王林最后说道：“在第 4 次工业革

在无限游戏的热带雨林中，创造一个引

叫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赢家也是输家，

发动机，而今，电动汽车正在取代我

念，突破生产与组织最有价值的中国

不再是沉睡者”共 5 部分详细分析了中

领世界的物联网模式。

那是负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

们的燃油发动机，所以电动汽车将引

实证的案例，所以共创、共享、共赢、

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解析了中国

命来临时，中国不再是沉睡者、旁观者、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改革开

领全世界第 4 次工业革命。”

共生多么地重要。”他坦言，37 年来，

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等等，他指出，在

落伍者和追赶者，而是第一次有了与世

他表示，特锐德旗下的特来电在最

新希望一直在农业和食品领域耕耘、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底

界强国一道引领潮流的机会。最后，我

还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近几年做了一个充电网的产业，把四

发展，这是一个最古老的产业，最最

气也就是中国的动能来自于：中国巨大

用任正非的一句话来结尾：‘领先世界

后面这句号更重要‘甚至会遇到难以

网融合成一个网，这上面流动的不仅

古老的产业，有人类生存就有这样的

的经济体量和规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是要流血流汗的，你这个时候说汗不要

刘东华在开幕式上做了简短的演讲。

想象的惊涛骇浪’，但是我们会怕吗？

仅是能源，更多的是流动的工业大数

产业。但是今天，最传统的产业面临

已初见成效、内需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

流，血不要流，然后你又领先世界，我

他说道：“今天的大主题叫‘新时代

古人说的好‘青山遮不住，必定东流

据和能源大数据。这个产业随着大规

的压力和挑战也最多。

经济增和的新引擎、动力结构已发生根

认为是没有可能性的。’”

的追梦人’，新时代，‘新’在哪儿？

去’，我说这个新时代有两句话，中

模电动汽车的修建，会建更多的充电

刘东华：正和岛也是
一座“青春之岛”
作为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放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

2013 年以后，中国已经从短缺经

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迎

国新时代的必将成就就是中华民族的

设施，需要巨大的数量。按照国家规

济向着饱和经济在迈进，绝大多数的

接艰难的黄金时代’，这句话到现在

伟大复兴，谁也挡不住。人类新阶段

划，2030 年 1 亿辆车，每一个车每年

制造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在这

没有过失，迎接艰难的黄金时代，比

的必由之路一句话，就是‘共建人类

充电放电 30 度电，一年需要 1 万亿度

种情况下，更多的投资和发展按照原

这个说的时间更长的是在大家对中国

命运共同体，’没有任何其他道路的

电。随着大规模电动汽车的数量增加，

有的格局做的话，往往得不到预想的

有点看不清的时候，我说中国大运初

可能。所以，
‘中国梦的本质是世界梦’，

流量增加，这个行业是一个巨大流量，

效果。新希望集团通过认真地研究，

起，大运初起就是刚刚起来，势不可
挡，大浪淘沙，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

这是我对新时代的基本看法。”
他表示，正和岛和青岛一样，也是

这个产业是基于智能制造加上数据运

决定从 5 个方面进行大的转型、创新

营加上服务的新生态，可以说做充电

和变革。

一座“青春之岛”，它首先倡导的永

网的就相当于中石化加上能源互联网、

演讲中，他也坦言，很多人问他，

远是向善向上，公认的最具正能量的

工业互联网。

为什么叫正和岛？他说：“‘正和’

企业家平台。正和岛就是按照新时代

时代。”

近 几 年， 特 来 电 投 建 了 22 万 个

对此，刘永好表示，新希望集团转
型的“五新”包括新机制、新青年、
新科技、新赛道、新责任，“五新”

是从《博弈论》里面来的，大家知道

的大人物承担大责任、大使命的要求，

充电桩，同时建立了 10 大研发中心，

结合构成了我们集团创新变革的五大

零和游戏，互相斗心眼，谁也不创造

发现榜样，汇聚榜样，让美好的人、

这里面有 7 大研发中心都是全世界第

步，我想，这五大步在我们企业自身得

价值叫零和，前面还有一个更糟糕的，

美好的事物，源源不断的发声。

一的。特来电的创新理念并不是市场

到了检验，认为看起来是对的，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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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改变。“中国最强的动力是更大力度
地改革开放。”

R

（本文部分图片由 2019 正和岛创
变者年会官方提供）

eform is the theme of the era, and

in all respects. This 2019 Z.H.Island

changemakers the main force.

Changemaker Summit & Promotion of

“Only the reformers move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Peninsula)

the innovators excel, and the ones

by Enterprises has gathered prestigious

carrying out both reform and innovation

figure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n.” One year ago, while attending the

presenting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CO Qingdao Summit in Qingdao, General

Qingdao to showcase its glamour and

Secretary Xi Jinping made the important

highlight the styles of entrepreneurs.

remark of “invigorate the city through

Creating new genes through innovation

host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reform and empowering the new

People expect this charming city to scale

era, we are able to not only see the

new heights and deliver extraordinary

courage and vision of changemakers

outcome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in entrepreneurs, but also spot brand

innovations and seeking changes. In fac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ity now enjoys favourable conditions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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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中 国 崂 山 Highlight/Laoshan China

为期 3 天的 2019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共设 7 大板块 30 余场活动。（图 / 李璐）
The 3-day 2019 International Virtual Reality Innovation Conference has 7 major sectors with more than 30
activities.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leads future

VR 融合发展 创新引领未来
—— 2019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扬帆青岛
文 /张绪霞 王欣

产业融合，拓展产业链条，搭建产学研

实白皮书》通过对虚拟现实技术体系框

界各地的内容开发者团队等重磅嘉宾分

转化平台、项目资本对接平台和技术创

架的梳理，从技术、路线、特点等方面

享新技术、传播新业态、交流新经验。

新平台，打造虚拟现实产业创新高地，

展开分析 5G 技术如何赋能虚拟现实业

是虚拟现实领域国际性极强、技术含量

务，系统总结 5G 对 VR 技术、产业、

极高、参会参展企业最多的盛会之一。

应用等层面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提出了

“今年，我们对标深圳，提出‘凡

虚拟现实与 5G 融合创新的技术与产业

是深圳能做到的，崂山都要做到’，‘崂

趋势。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划 5G 云化

在为期 3 天的 2019 国际虚拟现实

山速度’‘崂山担当’‘崂山作为’和

虚拟现实在教育、文娱等领域应用创新

创新大会中，中国青岛虚拟现实国际展

‘崂山情怀’已经成为我们优化营商环

的特色案例实践，对加速推动 5G+ 虚

会·法国拉瓦勒虚拟现实亚洲展会贯穿

境、服务 VR 企业的主旋律。”中共青

拟现实落地具有极大价值，推动 VR 从

始终。

岛市崂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赵燕在大会

小众向规模化应用。

慧聚崂山
全球顶尖虚拟现实科技成果
集中亮相

本届中国青岛虚拟现实国际展

发表了《融合发展 智引未来 共创“中

除主论坛外，围绕虚拟现实领域

会·法国拉瓦勒虚拟现实亚洲展会与前

国虚拟现实产业之都”美好明天》主题

的最新研究热点，大会还组织了 2019

两届相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专业

演讲，介绍了近年来崂山区打造“中国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峰会、5G/ 云化

化水准更高。展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虚拟现实产业之都”的情况，并围绕筑

VR 论坛、全球 VR 商业发展高峰论坛

1 号馆举办，展出面积达 1.2 万多平方

牢 VR 产业的“硬实力”、做强 VR 产

暨新浪 VR·2019 变现为王年中会、微

米。展会主要包括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

业的“全链条”、打造 VR 产业的“优

软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技术分享论坛、

都展区、华为 VR 展区、微软产业链展

环境”、挖掘 VR 产业的“引爆点”，

“以人为本的虚拟现实”创新技术与产

区、新浪 VR 商用展区、《本色中国》

提出将通过构建协同创新、高效转化的

业化应用论坛、“5G 时代”新闻出版

主题展区、VR 产业生态圈展区、虚拟

产学研体系，完善集约集聚、引领未来

VR/AR 创新发展论坛、“5G+”内容应

现实内容创新主题展区、智能制造万里

的百亿级产业链条，搭建要素完备、开

用论坛、内容开发者论坛、虚拟现实升

行展区、VR 教育展区等近 20 个主题

放便捷的产业生态圈，拓宽融合跨界、

级海洋产业新动能高峰论坛、法国拉瓦

展区，集中展示虚拟现实领域最新的科

赋能发展的应用场景，聚焦目标、精准

勒国际论坛——“VR 教育 + 培训”、

技成果、技术方案和产品应用，包括硬

发力，一步一步把虚拟愿景变成美好现

法国拉瓦勒国际论坛——VR 娱乐和影

件设备、解决方案、分发平台、内容制

聚众智，创未来。

先锋与产业园区，探析技术趋势、展示

安通信科技、掌网科技、卫安科技、量

实，让崂山这座“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

视科技论坛等 12 场分论坛，国内外虚

作、互动体验等，兼具技术展示交流和

6 月 27 日，以“VR 融合发展 创新

最新成果、促进创投对接、融合产业应

子视觉等一批来自青岛对标城市深圳的

都”当下可见、未来可期。

拟现实学术界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世

互动沉浸体验的特性，向广大观众推广

引领未来”为主题的 2019 国际虚拟现

用，旨在触发全球同行业的“共振”，

虚拟现实领域代表企业参会参展，共计

实创新大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引发行业思想的“共鸣”，构筑行业模

1000 余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约 3000

德年、北京大学教授汪国平、微软（中国）

本届大会为期 3 天，共设置大会主论

式的“共生”，推动行业发展的“共进”。

余人齐聚青岛，共同开启一场兼容科技

副总裁冯国华、华为公司产业发展副总

坛、专题论坛、中国青岛虚拟现实国际

大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信息通信

与文化、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虚拟现实产

裁燕兴、惠普 VR 实景娱乐全球总裁乔

展会·法国拉瓦勒虚拟现实亚洲展会、

研究院、虚拟现实内容制作中心联合主

业峰会。

安娜·波普尔、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

国际 VR 影像周、“星鲨杯”全球虚拟

办，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青岛市崂

现实内容大赛颁奖典礼、中国新媒体创

山区人民政府承办，来自中国、俄罗斯、

新峰会暨 2019 微梦全国行·青岛行、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西

虚拟现实项目签约会等 7 大板块 30 余

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典、

人类灿烂的想象力，让虚拟现实新

场活动。

尼日利亚、卡塔尔、日本、韩国、印度

的时代扑面而来。2019 国际虚拟现实

5G 赋 能 VR 以 及 VR 融 合 应 用 等 分 别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史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张庆、同济大学教授

“问道崂山”
共迎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新时代

贾金原、中科芯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岚等结合各自领域，对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趋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

2019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是由

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专家、学

创新大会紧密契合国家工信部推进虚拟

作了主题演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

政、产、学、研、资五维推动的一年一

者 300 余人，以及华为、微软、新浪、

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虚拟现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上海诺基亚

度面向全球虚拟现实领域的行业领袖国

百度、腾讯、歌尔、网易、英特尔、惠普、

实产业发展现状、实际应用和未来趋势

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影创信息科技有限

际盛会，着眼技术前沿，聚焦科技创新，

诺基亚、HTC、达索、索尼、中科曙光、

开展系列活动，从技术突破、产学研合

公司联合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共同发

在全球范围内集聚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

科大讯飞、浪潮、小米、创维、爱奇

作、应用创新、内容完善、沉浸式互动

布了《5G 云化虚拟现实白皮书》。在

战略家、企业家、投资机构、创新创业

艺、京东方、Airpano 等知名企业和平

体验等方面开展深入探讨和交流，加快

5G 商用伊始背景下，《5G 云化虚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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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虚拟现实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图 / 杜永健）
VR virtual reality is changing peopl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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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企业以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展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

技术的小鸟看看等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力争

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携带最具创新力的虚

最早提出发展 VR 产业战略构想。

软件及系统领域有量子云、内容制作中

到 2020 年 VR 企业总数突破 200 家。

拟现实科技产品和内容等前沿科技接连

崂山区在全球 VR 产业发展元年 2016

心等领军机构；应用类拥有聚好看、金

筑牢开放合作的“大平台”，在技术

亮相，协力呈现虚拟现实产业的无限可

年明确提出了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

东、宇科、黑晶等涉及文化、教育、医

转移、人才培养、硬件制造、技术研发、

能，将“VR ＋”的蓝图化为现实，向

之都”的战略构想，是全国各地方政府

疗健康、商贸、工业、公共安全、海洋

推广应用等方面，持续加强同法国拉

世界展示虚拟现实的创新力量。

中最早抓住 VR 产业发展历史机遇并制

等领域的代表企业。

瓦勒市的全面合作，持续加强与德、美、

定清晰明确的产业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

最顶尖的 VR 创新团队。汇聚了北

日、韩等国家知名 VR 企业的合作，不

的地区。3 年来，崂山区始终坚持瞄准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断提升崂山在 VR 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一流，推动产业快速成长，形成一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

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青

条昂扬向上的产业发展曲线，截至目前，

高层次人才团队在崂山区设立了 11 家

岛联通等产业链伙伴打造虚拟现实应

新大会项目签约仪式在青岛国际会展中

全区拥有百余家虚拟现实企业，VR 产

虚拟现实高端研发机构，占全国同类研

用创新示范区，深入实施 VR+ 制造、

心举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

业发展空间达 45 万平方米，VR 企业

发机构的 70% 以上。全国惟一的虚拟

+ 教 育、+ 文 化、+ 健 康、+ 商 贸 等 系

长王宇，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张彦

营业收入突破 40 亿元。

“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都”
准备好了
6 月 28 日，2019 国际虚拟现实创

国，中共崂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洵，

现实 / 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

列工程，大力推动 VR 技术在各领域的

最优的 VR 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崂

验室、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创新应用，让 VR 走进经济发展、城市

以 VR+ 为代表的产业新业态，是崂山区虚拟现实产业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图 / 杜永健）
The new industrial format represented by VR+ i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 of the virtual reality
industry in Laoshan District.

以及崂山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相关

山区自 2017 年获批全国首个也是目前

验室青岛分室等一批国字号实验室、国

管理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推动

领导出席活动，崂山区政府相关部门负

惟一一个“国家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

家级创新平台相继落户崂山。建设山东

虚拟走进现实中把握先进、引领未来。

普及虚拟现实技术和产品，呈现国际最

电子、上海根派半导体科技以 EDA 云

责同志，崂山区虚拟现实企业代表、信

化基地”以来，整合优势资源，强化政

省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和青岛市虚拟现实

尖端、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虚拟现实

平台为核心，展示虚拟现实产业最核心

息软件企业代表参加签约仪式。崂山区

策创新和服务改革，围绕创业、创新、

科技创新中心，并列入全市十个科技创

产品及应用趋势。

支撑技术——芯片的诞生和应用。达索

政府分别与北京身临其境文化股份有限

财政、税费、融资、人才、对外合作、

新中心行列。全区 VR 产业年研发投入

三维体验平台、米菲多媒体 MAKAR 自

公司、北京国承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政务服务等八大方面，出台推动虚拟现

达 2.54 亿 元。 崂 山 的 VR 科 研 创 新 力

造者 AR/VR 平台、深圳华龙迅达木星

华拓域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火元素视觉

实产业发展政策举措，并通过开展区级

量已经站在了国内前沿。

软件、云服务、应用、渠道、内容、投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技术开发服务平台，

传媒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签订落户崂山

领导联系服务重点企业活动和“千名干

最多的 VR 产业人才。汇集了赵沁

资、平台、行业合作伙伴等整个虚拟现

助推 AR、VR 和 MR 市场快速普及。与

框架协议；青岛出版集团、中科曙光国

部进千企解难题”活动，建立企业政策

平院士领衔的一批高端人才，引进了北

实产业链。180 家参展国内外知名企业

深圳大疆、深圳乐迪合作的青岛思芮雅

际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青岛智海云天信

专员长效工作机制，通过“一企一专员”

京大学汪国平教授团队、北京师范大学

共同串联出一场丰富的虚拟现实科技盛

科技中小学 VR 无人机创客教育、智海

息技术有限公司也分别与多家企业签署

推动政策服务由“点对面”向“点对点”

肖永亮教授团队、北京理工大学王涌天

宴，引爆青岛的夏天。展厅里，华为、

云天 VR 多维课堂、黑晶科技“5G+VR”

战略合作协议。

转变，着力解决了企业对于政策“找不

教授团队等一批虚拟现实领域高层次人

微软、歌尔、中科曙光、中科芯云、

教育直播间、科明数码 VR“黑板”、

作为青岛市重点打造的品牌会议，

到、看不懂、难操作”的三大问题，最

才团队，全国 60% 的虚拟现实人才团

Pico 等行业尖端企业带来了最新技术产

深圳卫安科技教育机器人等 VR 教育应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充分发挥其平台

大限度让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红利。3 年

队资源在崂山汇集。每年为 VR 产业培

品。华为带来千兆使能 Cloud VR 的极

用展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上海帛

效应，精准实施以展招商、以商促展，

来，全区 VR 产业利润实现从 0 到 2.55

养 1200 多名毕业生，为产业发展培养

致体验，将公司在芯片研发、软件开发

钥智能科技展示的生产型企业游戏化培

一批企业、项目新落户崂山，一批合作

亿元的突破。

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后备军”。

等领域经验通过华为云共享给客户和合

训产品、HRV/Kangway 带来的 Virteasy

在崂山达成，对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集聚，

作伙伴，推动企业拥抱云、融入云；微

本次展会参展企业技术含量高、展
示产品多元化的特点突出，涵盖了硬件、

最全的 VR 产业发展链条。随着崂

崂山区将按照中共青岛市委市政

Dental 牙科虚拟模拟训练机、山景虚拟

加快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都发挥了

山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环境逐步走向成

府“15 个攻势”的部署要求，加快以“双

软突出“AI+VR”特色，展示最新相关

现实研究院研发的自定义军机飞行模拟

重要作用。虚拟现实产业是崂山区重点

熟，国内外知名企业加速集聚，VR 消

招双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坚持不

Surface 和 MR 设 备、 实 验 室 成 功 的 技

器、青岛中海潮科技联合军事科研院所

发展的“6+1”新兴产业之一，以“VR+”

费级应用和行业应用市场不断打开，产

懈建载体、搭平台、优政策、育生态，

术应用方案等“黑科技”；歌尔集中展

开发的 VR 应急救援仿真演练系统、青

为代表的产业新业态是崂山区虚拟现实

业链条趋于完善。据统计，目前 VR 终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示了公司最新研发的 VR/AR 头显关键

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自主开发的三

产业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近年来，

端 / 组件、VR 内容生产、VR 制作分发、

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和大健康产业，

核心器件、整机解决方案以及主体产品

维实景还原技术和山东脉达信息科技自

在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崂山

VR 企业应用以及 VR 消费应用，分别

按照“院士领衔源头创新、龙头企业

等设备和内容；中科曙光携通过公安部

主研发的 M3 企业智能管理系统等 VR

区准确把握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强化担

占 全 区 VR 产 业 总 规 模 的 58%、4%、

支撑带动”的思路，全力打造虚拟现

一所一级 A 类测试的曙光慧眼亮相展

技术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成为展会一

当、积极作为，争当推动虚拟现实产业

11%、21% 和 6%。企业产品与技术自

实、智慧产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会；Pico 带来颠覆观众对 VR 刻板印象

大亮点。

发展的排头兵，全面打造“中国虚拟现

主可控率达到 90.5%，领先全国。其中

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六条百亿级

的高清全景视频体验以及多人影院；中

同时，HTC、京东方、兰亭数字、

实产业之都”，着力构建虚拟现实应用

硬件领域有占据全球头显中高端 75%

产业链”，精准布局招引一批顶尖专

科芯云联合杭州回车电子、江苏邦融微

Airpano、Seabery 等国内外知名虚拟现

示范区，一幅布局未来虚拟现实产业发

市场份额的歌尔、拥有一体机全球领先

家团队、研发机构和知名企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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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om June 27 to 29, the 2019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novation
Conference themed on “VR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Lead the Future” was opene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This
conference consisted of 7 sections with
over 30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main
forum, thematic forum, Qingdao V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Laval Virtual
Asia, Sandbox Immersive Festival, etc.
The 2019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novation Conference is a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leading event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capital, and
held annually for the global VR field,
which focuses on technology fronti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athers
influential strategists, entrepreneurs,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pioneers and industry parks
in this area all over the world, explores
technological trend, presents the latest
results, promotes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tegrates industry applications, aiming
to trigger the “resonance” of the global
industry, strike a chord of the industry
concept, construct the “symbiosis” of
the industry models, and push for the
“common progres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关 注 / 特 别 报 道 Highlight/Special Report

德国当地时间 6 月 7 日上午，由青
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青春
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在德
国汉堡历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吸引了来
自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汉堡市政府
及周边市政府代表、德国商界、文化界、
媒体界、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等 200 余
位中外人士出席开幕式，活动现场播放
了青岛城市宣传片，并邀请德国知名钢
琴家现场演奏中德名曲。
“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
图片展启幕仪式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丛培科主持。开幕式上，中
共青岛市委常委、秘书长祝华代表青岛

中外嘉宾参观图片展。
Chinese and foreign guests visit the photo exhibition.

市委市政府向汉堡各界对青岛发展的支
持表示感谢，他从源自德国的摄影技术
切入，引出此次图片展的意义，并对青
岛城市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详细的介
“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开幕现场。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Island of Youth · Qingdao, China” city theme photo exhibition.

绍，更邀请各界嘉宾到青岛观光旅游、
投资合作。汉堡市政府办公厅主任考瑞
娜·奈斯塔特、中国驻汉堡总领事杜晓
晖、汉堡港口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Island of Youth·Qingdao, China”city theme photo
exhibition is held in Hamburg, Germany

局业务总监兰斯·纽曼分别致辞，从不

传播城市风采 展现城市魅力

的合作表示期待。其中，成长于青岛的

——“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在德国汉堡举行

同角度对图片展和青岛城市的发展成就
表示祝贺，同时对两地达成更多更深入
杜晓晖总领事在致辞时，从介绍青岛人
日常生活的两大常用词“啤酒”（Bie r）
和“大嫚儿”（Damen）说起，拉近了

多视角展现青岛魅力的图片展，受到了观众的青睐。
The multi-angle photo exhibition showing Qingdao’s charm has won the favor of local audiences.

中德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密切联系。
文 /王欣

6 月 2 日至 7 日，青岛派出代表团先后赴以色列、德国，举办交流会、推介会、
商务对话会等活动，广泛接触当地政界、科技、文化、旅游、工商企业界人士，推 介“ 开
放、现代、时尚、活力”的城市形象，推进与两国地方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取得丰
硕出访成果。在德国汉堡，青岛将“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开到德国汉
堡历史博物馆，通过图片诠释青岛的城市魅力和发展风貌，引来颇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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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晖还分别以德国政府相关人员放弃

是中国北方极富人文与发展魅力的沿海

艺术图片，视角独特、装帧精美，同时

5 月 30 日父亲节假期来迎接中国国家

开放城市，是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

展墙周边配以图片展海报、城市画册、

领导人出访德国和中国青岛代表团放弃

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

明信片、书签、文化衫等外宣品和德国

6 月 7 日中国端午节假期来德国汉堡举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经济发达，文

《世界报》《汉堡周报》青岛专版，从

办“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

化底蕴深厚，风景秀丽。最能体现青岛

多个方面展示青岛的历史、经济、文化、

片展，以增进中德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和

特色和愿景的就是“开放”“现代”“活

社会、科技、自然风光和市民生活等图

友谊两个案例，来体现中德两国共有的

力” 和“ 时 尚” 这 4 个 词。“ 青 春 之

景。开幕当天，就吸引当地观众 500 余

“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将城市

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由“开

人到场参观。为期 5 天的展览吸引到场

图片展提升到国家友好交往的高度。

放之城”“现代之城”“活力之城”和

的欧洲观众超过 3000 人。慕名前来的

青岛坐落于中国东部沿海，属于中

“时尚之城”4 个板块组成，102 幅兼

观众通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认识青岛、

国经济、文化、人口大省——山东省，

具光影冲击力、新闻传真、人文故事的

了解青岛、感知青岛，欧陆风情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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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莎旅游中心全球峰会举行，国际旅行商为浪漫青岛点赞
电影之都、时尚青岛引来国际聚

建筑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和共鸣，日新

是，为期 5 天的“青春之岛·中国青岛”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调研员王爱平、

莎旅游留下了深刻印象。下一步将寻求

会在青岛举行。在湖北路 1907 光影俱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巡视员王淑娟出

更多与青岛合作的机会，让更多国际友

乐部举行的青岛旅游推介会上，众多国

席旅游推介会并致辞。王淑娟对各位嘉

人来到青岛、让青岛的浪漫惊艳世界。

际旅行商纷纷表达对青岛的热爱，为浪

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世界最

当天晚间，还举行乐木板年画、剪

漫青岛点赞。据悉，汉莎旅游中心还将

美海湾之一”的青岛进行了现场推介。

纸、面人、糖画等非遗文化体验， 青

在青岛考察，作为全球旅游目的地的青

王淑娟说，此次峰会在青岛召开，

岛啤酒、崂山茶展示品饮以及青岛旅游

为山东省、青岛市旅游企业提供了国际

图片展，外国友人做了“我心中的青岛”

德国汉莎旅游中心是德国汉莎航空

一流的交流合作平台，也为推广青岛旅

主题分享等。

集团旗下大型航空旅游联合体，目前在

游城市形象、提升国际化接待能力提供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处

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800 家

了难得机遇。希望此后能与汉莎旅游中

长张军、崂山区文旅委市场处负责人孙

成员单位。汉莎旅游中心每年举办两次

加深交流、增进友谊，合作共赢、共同

慧燕，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新加坡

全球峰会，因峰会对活动举办地具有较

发展。

等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莎旅游

月异的城市发展令观众惊奇和赞叹，现

城市主题图片展结束后，鉴于参观者对

场时有观众和机构代表向主办方提出展

于展品的肯定和赞誉，提出收藏的愿望，

览结束后收藏展览图片的意愿，很多

所有图片捐赠给汉堡港、汉堡大学、德

没有去过青岛的观众萌生出去青岛度

国华人华侨联合会等到场德国嘉宾和德

假的计划。

国当地文化中心，每一幅图片将成为介

据介绍，为组织好“青春之岛·中
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多次召开办公会、专题策划会

绍青岛城市形象的一扇窗口，在不同的
场合继续展示城市形象。
此外，为放大这次外访的宣传效应，

研究落实市委领导要求，策划图片展组

“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市主题图片

织筹备和新闻宣传工作。经过精心筹划

展开幕当天同期举行了欧洲商务巴士青

和广泛调研，吸收海内外策展专家和驻

岛号启动仪式，并邀请部分嘉宾在市区

外使领馆的建议，推出了此次“青春之

进行巡游。之后，5 辆带有青岛城市标

岛”青岛城市主题图片展。

识的欧洲商务巴士陆续行驶在欧洲各大

大旅游营销和推广作用，受到全球旅游

I

n Hamburg, Germany, Qingdao

价了青岛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表示

中心 80 余名会员代表，以及青岛行社
代表参加了当天的旅游推介活动。

exhibition themed “Island of Youth

• Qingdao, China” in the Museum of
Hamburg History, showing its charm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through photos.
Meanwhile, good results have been
realized in the overs eas p ro m o tio n
activities: full media coverage has

青岛－德国旅游产业双向推介会在法兰克福举行

been given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ainstream media; activity standard
has been set “high” with the urban
picture exhibition featuring precise site
selection, refined content, high quality
and strong influence; the promotion
mode was innovative with the European

近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

领域的双向交流与合作。这次旅游推

岛 - 法兰克福直飞航线推介。以此次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人民政

介会，是青岛市政府为进一步增强与

推介会为契机，为推动青岛与德国在

府外事办公室、青岛中德生态园等承

德国旅游界的友谊与合作、促进双方

旅游、商贸、投资等领域交流合作开

办的青岛－德国旅游产业双向推介会

旅游业交流与发展的重大举措。

拓新渠道，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德

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驻法兰克

推介会上，孙从彬、诺伯特·洛

国汉莎旅游中心、中国国旅（青岛）

create a mobile landscape and sustained

福总领事孙从彬，德国黑森州经济能

伊泽、陈鸿杰等就如何进一步加深德

国际旅行社和德国伊卡鲁斯旅行社、

the promotional effect. Much publicity

源交通部诺伯特·洛伊泽，中国驻法

国 客 源 市 场 对 青 岛 的 了 解， 促 进 两

伟东集团和德国科技大本营分别签署

兰克福旅游办事处主任陈鸿杰，中共

地在旅游、文化、商贸等领域的深度

《合作备忘录》。

青岛市委常委、秘书长祝华出席。

business bus “Qingdao” setting off to

旅游城市和景区，覆盖欧洲大陆 9 个国

市主题图片展还得到海内外主流重磅媒

家、28 个主要城市中心、黄金商圈及

relevant information widely forwarded on

体充分报道，此外，各方媒体给予充分

主要观光景点。欧洲商务巴士青岛号车

WeCha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forming

报道，相关信息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广泛

内放置城市外宣品、播出城市宣传片，

被转发，形成强有力宣传声势，引发广

将策划开展与欧洲乘客的互动交流活

awareness and reputation of Qingdao as

泛关注，提升了青岛“作为国际化大都

动，全方位展示青岛城市风采，打造城

市，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与世界各国合作

市形象宣传的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共赢”的知明度和美誉度。值得一提的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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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国家的高度重视。

德国汉莎旅游中心总裁穆勒高度评

held a noteworthy city photo

此次，“青春之岛·中国青岛”城

SAILING CITY

开放、现代、时尚、活力的青岛，给汉

焦——日前，德国汉莎旅游中心全球峰

岛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欧洲商务巴士青岛号启动仪式现场。
The scene of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European Business Bus- “Qingdao”.

当天举行的青岛旅游推介会上，山

has been given by multiple media with

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德国曼海姆市前

推介会期间，与会嘉宾还参观了

中德两国友谊源远流长，经贸往

第一副市长、“青岛市荣誉市民”诺

青岛旅游图片展，观看了青岛城市宣

来和人民之间的交往频繁。青岛作为

伯特·艾格进行了“我眼中的青岛”

传片，欣赏了民乐表演，并参与青岛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hich is open

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十分重视与德国

主题分享；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德

非遗如剪纸、木版年画、糖画的展示

for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各城市在文化、旅游、经贸、教育等

国汉莎航空等分别进行青岛旅游和青

与体验活动。

strong promotional momentum, drawing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enhancing the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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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in the eyes of designers

设计师眼中的

光影城市

Qingdao Photographers

法磊

Culture

远洋大厦
Cosco Plaza

法磊，出生于青岛，中国民主同盟
青岛第三综合总支副主委，国际摄影家
联盟（IUP）会员，美国摄影协会（PSA）
会员，青岛摄影家协会理事。毕业于山
东工艺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青岛汉唐
集成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设计师。
光魅
Glamour

近年来，法磊在繁忙的设计事务

青岛大剧院
Qingdao Grand Theatre

之余，来往于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
各地，以及在世界上著名的无人区探险
拍摄，凭借其自幼研习的美术功底，将
20 年独立设计师的艺术修养，融合于
旅行摄影和建筑人文摄影中，用艺术的
眼光看待旅行和城市建筑，让旅行成为
生活的艺术。创作中体验思考，摄影中
记录升华。其摄影风格独树一帜，大气
洒脱、而又富含人文情感。法磊举办过
青岛首届马文化艺术节暨“奔腾跃界”
个展、“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城市之光
摄影艺术作品个展”，许多作品在国际
影赛获得金银铜奖，曾荣获 2018 年国
际摄影家联盟国际摄影展自然组主席推
荐奖金牌、2019 年国际摄影家联盟国
际摄影展城市组主席 PIPC 金奖等国际
各种奖项，入选作品 300 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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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青岛中心
China Railway · Qingdao Center

国信游泳馆
Guoxin Natatorium

Culture

Qingdao Photographers

1

2

3

设计师眼中的

光影

城市

1、后海建筑
Houhai Building
2、通往城市的路
The Road to City
3、建筑组团
Building Group
4、大融城夜色
Night View of the Great City
5、城市礼赞
City Praise
6、老城夕照
Old City Sunset
7、建筑光魅
Architectural Glamour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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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Qingdao Photographers

1

4

5

设计师眼中的

光影

城市

1、光韵
Aura
2、雾气里的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 in Fog
3、灯火阑珊
Dim Light
4、夕阳中的跨海大桥
Sea-crossing Bridge in Sunset
5、香格里拉大饭店于夕阳
Shangri-La Hotel in Sunset

2

6、夕阳余晖
Sunset
7、老市区教堂
The Church in Old Distric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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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奥帆灯光秀
Olympic Sailing Light Sho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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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shion

时尚

Fashion in Qingdao

动感青岛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

心副主任、组委会执行秘书长乔向东，

中共山东省委确定的“工作落实年”，

青岛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苏文

也是贯彻中共青岛市委部署要求、实现

洁，共青团青岛市委一级调研员、青年

青岛体育再次腾飞的战略元年。作为青

发展部部长、青岛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

岛市体育局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青岛

书长贾稼霖，越秀地产华北区域副总经

校友会主办的上山下海双项赛事，凭借

理、青岛公司总经理马成辉，中欧青岛

着独特的大众体育参与模式和时尚的赛

校友会会长、青岛腾远设计有限公司董

制体验，融合青岛独有的世园美景体验

事长赵广俊，中欧青岛校友会秘书长、

和“帆船之都”品牌优势，将体育、旅

文泰商学院院长范大鹏，上山下海赛事

游、文化、商务有效融合。

组委会执行主席王永华，上山下海赛事

日前，第三届中国企业 24 小时精
英挑战赛在青岛世博园开启大幕。与往

组委会执行副主席、康普顿科技副总经
理张丽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开幕式。

届相比，此次赛事可谓规模最大、参赛

青岛市体育局副局长矫曙光在致辞

队伍和人数最多，赛制、赛道也进行了

中提到，上山下海是打响体育产业兴市

全新的升级，有近百支企业队伍登台亮

攻坚战和体育品牌提升阵地战的重要赛

相并各自喊出口号，将活动推向高潮，

事支撑，与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期间，共有 2000 余人参加了本届精英

时尚”的体育强市目标完全契合，深刻

挑战赛。

诠释了时尚体育的本质内涵，是推动青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节庆）赛事

岛全民健身工作向百姓身边下沉的创新
举措。

组委会副主席臧爱民，青岛市体育局一
庆）活动组委会秘书长纪高尚，青岛市

上山，24 小时运动盛会
号召全民动起来

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朱悦涛，山东旭辉

24 小时精英挑战赛青岛世博园站

银盛泰集团总裁李扬，青岛市体育局副

是以 24 小时跑步接力、非人类 24 小时

局长矫曙光，青岛世园集团有限公司副

跑步赛、半马、家庭亲子跑等构成的综

总经理王少虹，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

合赛事，活动主会场定于青岛世界园艺

级巡视员、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

The Third Chinese Enterprises 24-hour Elite Challenge kicks off in happiness

第三届中国企业 24 小时精英挑战赛在青岛世博园
开启大幕。( 图 / 钟玉先 )
T he 3rd China Enterprise 24 -hour Elite
Challenge opened in Qingdao World Expo Park.

第三届中国企业

24 小时精英挑战赛快乐奔跑
文 /韩海燕 袁华强

近年来，青岛市体育改革发展事业高歌突进、硕果满满。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
创造佳绩，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城市品牌建设持续深化。
“上山”赛事结束后，
“下海”将扬帆起航，接力竞技精神。( 图 / 钟玉先 )
After the “go to the mountains” competition, the “go to the sea” set sail and relayed the spirit of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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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in Qingdao

动感青岛

“下海”——青岛企业帆船联赛首次入

“上山”赛事结束后，“下海”将

此次赛事的主要战场在团队马拉松

列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系

扬帆起航，接力竞技精神。6 月，作为“上

接力赛，今年的团队赛共有近百支企业

列赛事，首次启用 J80 赛船，赛制升级

山下海”的海陆双赛事之一的第三届旭

队伍参赛。每支队伍由 6 位跑步者或走

加入长航赛，主场回归青岛奥帆中心。

辉银盛泰·青岛企业帆船联赛也拉开帷

博览园主园区。

幕。作为 2019 年度青岛最具瞩目和关注

路者组成，在 24 小时内，在 3 千米指
定赛道上完成接力赛。值得一提的是，

支持，17 家企业强强联合赞助

热度的赛事活动之一，将依托中欧工商

“帆船之都”先锋团队、青岛奥帆城市

本次上山下海双项赛得到了社会各

学院校友企业资源为平台，以企业为赛

发展促进会团队、青岛媒体跑团是首次

界的大力支持，其中旭辉银盛泰、越秀

事核心，
打造青岛企业的帆船品牌赛事。

参加 24 小时精英挑战赛。

地产、汉柏麦香等 17 家企业为赛事提

众所周知，中共青岛市委十二届五

挑战赛期间，双休恰逢“六一”儿

供了强有力的后盾。本届赛事也成为历

次全会提出要把青岛建设成“开放、现

童节，除却竞技比赛，媒体跑团、家庭

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

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在国

亲子跑、6 公里体验赛、半马、青少年

最广的一次企业精英盛会。本次赛事的

际时尚城建设中，体育是重要的参与力

体育精神赛等各种休闲赛事也吸引了大

总冠名商——山东旭辉银盛泰集团董事

量，要有所作为，也必定大有作为。近

量市民带娃休闲娱乐。其中，近百组家

长任军说：“旭辉银盛泰集团作为全民

年来，青岛市体育改革发展事业高歌突

庭参加了“家庭亲子跑”。零门槛、轻

健身领跑者，积极助力全民健身国家战

进、硕果满满。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

松娱乐化的赛事设置，将运动类、智趣

略的实施。企业的发展与全民健康紧紧

技体育创造佳绩，体育产业发展迅速，

类、团队类、家庭亲子类互动融入线路

相随，我们用‘以客户为中心’的优质

城市品牌建设持续深化。

中，使得比赛老少咸宜，全民运动热情

服务关心关爱群众健身，通过上山下海

青岛市体育局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

高涨。

双项赛获得了成长进步和各方认可。作

院青岛校友会主办的上山下海双项赛

为上山下海双项赛合作伙伴，我们将持

事，积极借鉴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群众体

续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感恩青岛，助

育和赛事模式，形成了既有传统又有现

力青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激发每个人

代，既有普及又有时尚，既有大众又有

的运动活力，让其快乐健康地生活。”

专业的独特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了青岛

缘起，青岛市体育局联合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青岛校友会打造
24 小时精英挑战赛是由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校友组织发起，赛事针对中欧
校友、校友企业核心管理团队、校友家
庭、高管家庭、社会各界精英展开，注

“上山”接“下海”，
竞技精神弦歌不辍

加深企业家家庭人员赛事体验具有重要
意义。2017 年，第一届 24 小时精英挑
战赛开始启动，30 余支企业队伍报名
参加。2018 年 90 支企业队伍报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
运动 100 周年，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5 周年校庆暨中欧校友青岛分会成立
15 周年。作为青岛市体育局联合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青岛校友会打造的上山下
海双项赛事全面升级，开创诸多了亮点。
“上山”——中国企业 24 小时精
英挑战赛青岛正值世博园最美“风车

R

The “Fareast Cup” International Regatta will be staged in Qingdao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即将扬帆开赛
文 /韩海燕

“远东杯”也将引众多英雄竞折腰。

山海资源品质优势，展示了青岛山海城

作为青岛自主品牌的世界帆联二级

“远东杯”再度被其列为体育活动板块

湾帆 相互交融的城市特色，必将成为青

离岸赛事，全程 2300 多海里的 2019 第

的重要内容。今年，“远东杯”将首度

创办于 2016 年的“远东杯”填补了

岛时尚之都、青春之岛闪耀的体育名片。

四届“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将于 8

登陆日本，并纳入世界最美港湾俱乐部

远东地区没有长距离跨国帆船拉力赛的

月 24 日在青岛盛装启幕。来自中国、

大会活动板块，在收官阶段成就“从富

空白，在中日韩俄 4 个国家间搭建了体

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

山湾到浮山湾”的佳话。

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平台，通

重团队与家庭的合作与配合，对于增进
企业家群体交流，增强企业团队凝聚力，

作为青岛自主品牌的世界帆联二级离岸赛事，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将于 8 月 24 日在青岛盛装启幕。
The “Fareast Cup” International Regatta, the second-class offshore event of the World Sailing Federation, which is Qingdao’s own brand, will be staged in
Qingdao on August 24th.

ecently, the Third Chinese

highlights. "Go to the mountains"

Enterprises 24-hour Elite Challenge

- Chinese Enterprises 24-hour Elite

美国等国家的 8 支船队将驾驶 40 英尺

本届“远东杯”共设 3 站港内赛和

过人文合作促进了民心相通。中日韩俄

opened in Qingdao Expo Park.

Challenge was held at the time when

长的博纳多帆船，在先后造访俄罗斯符

3 段拉力赛，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青

都堪称体育大国，在 2008 年至 2022 年

Compared to previous editions, the

Qingdao Expo Park was celebrating

event this year featured with the largest

the beautiful "Windmill Festival". The

拉迪沃斯托克和日本富山后重返青岛。

岛站港内赛、青岛站至符拉迪沃斯托克

短短 14 年的时间里，两届夏奥会和三届

scale, the most participating teams

competition field was expanded to the

已经举办过三届的“远东杯”国际

站拉力赛、符拉迪沃斯托克站港内赛、

冬奥会分别在这 4 个国家举行，俄罗斯

and participants, and newly upgraded

main area of the park and upgraded

帆船拉力赛最初两届的航线均为青岛往

符拉迪沃斯托克站至富山站拉力赛、富

还主办了 2018 年男足世界杯。在 2016

competition system and race track. Nearly

into the most beautiful racing track.

a hundred enterprise teams showed with

"Go to the sea" - Qingdao Enterprises

返韩国木浦。2018 年，“远东杯”开

山站港内赛、富山站至青岛站拉力赛，

年里约奥运会上，这 4 个国家均跻身金

their own slogans, pushing the activity to

Sailing Championship, listed in Qingdao

辟了青岛往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线航

于 9 月 25 日鸣金收帆，综合成绩最优

牌榜前八。“远东杯”创始人高君表示，

a new high. A total of over 2,000 people

International Sailing Week·Qingdao

took part in the elite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Marine Festival Series Events

线，并被纳入 2018 第四届东方经济论

的船队将捧起纯银材质的“远东杯”。

将在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青岛市重

坛的体育活动板块，最终在中国、俄罗

2018 年，“远东杯”曾吸引法国航海

大国际帆船赛事 ( 节庆 ) 活动组委会的精

斯、日本、韩国、蒙古等多国领导人共

家夏尔这样的世界顶尖高手参与角逐，

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不断提升赛事的组

同出席的颁奖仪式上领取了最佳赛事组

他曾率领中国东风队勇夺 2017—2018

织水平，力争为青岛帆船运动、中国帆

织奖。2019 第五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 9

赛季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总冠军。随着国

船运动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月 4 日至 6 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今年的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提供）

The dual events themed on "going

for the first time, used J80 racing boat for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d

the first time, upgraded the competition

jointly supported by Qingdao Municipal

system, introduced long-distance racing,

Sport Administration and CEIBS Qingdao

and brought the main competition field

Alumni Association brought many

back to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节”，赛场扩展至主园区，升级最美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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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in Qingdao

食尚青岛

岛的农贸市场、博物馆、餐饮企业、科

较早，是东夷文明的重要发现地，是齐

青岛近年来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和可

研院校等数十个海洋美食相关场点，经

鲁文化的重要发扬地；在长期的人类饮

持续发展，一方面，通过立法保护、主

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最终建议世界中餐

食活动和文化交流进程中，青岛餐饮用

题教育等形式进行依法监管和治理，提

业联合会授予青岛“国际海洋美食之都”

料立足青岛本地海洋食材，在继承鲁菜

高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大力

称号。专家组认为青岛拥有开放包容、

文化、技艺的基础上，味以鲜咸为主，

推进产、学、研结合，发展高质量海洋

中西合璧的滨海饮食文化，鲜美海洋食

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已经成为鲁菜的

经济，出台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加

材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条件，餐饮市

重要分支，在鲁菜的传播和发展中占据

快建设国际海洋名城行动方案》，建设

场稳步发展，是中西饮食文化的传播和

了重要地位。

了 10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这为

交流窗口，并且有着领先的烹饪教育支

“International Marine Gourmet City”, a new name card of Qingdao

“国际海洋美食之都”，青岛的新城市名片

食材保障。此外，青岛利用其港口优势，

青岛是一座具有鲜明中西方文化融

盐度适宜，气候宜人。这些地理、气候

积极发展高质量海产品进口贸易，以格

合特征的滨海城市，其独特的海洋地理

特征使得青岛成为了天然的海洋食材宝

陵兰比目鱼、阿根廷红虾、挪威三文鱼、

特征，悠久的海洋文明史以及近现代城

库，拥有诸多独具青岛本地特色的海产，

加拿大龙虾等为代表的进口海鲜，进一

市建设发展进程，推动形成了青岛开放

如海参、对虾、鲍鱼、蛤蜊、鲅鱼、鲈鱼、

步丰富了青岛餐饮食材。

包容、中西合璧的滨海饮食文化。青岛

带鱼、螃蟹等等。如此众多的本地化海

是胶东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地

洋食材既保障了青岛海洋美食的鲜美又

区，是中国地方菜系——鲁菜传播窗口

突出了青岛海洋美食的独特性。同时，

餐饮大咖齐聚青岛

融合的推动者。青岛地区人类活动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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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至 26 日，以“功夫·匠心”

图 /杜永健

评，被誉为“烹饪艺术的殿堂”。
在延续往届特色的基础上，第四届

总报告、《2019 中国鲁菜·青岛宣言》
也在其间相继发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为主题的第四届世界厨师艺术节在青岛

厨师艺术节开拓创新，亮点纷呈，艺术

此次世界厨师艺术节首次走出北京，落

举行。本次活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指导，

节期间相继举办包括 2019 世界厨师艺

户青岛，是国际化、行业性和品牌化的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青岛市文化和旅游

术峰会、第三届地方菜系发展论坛、世

相得益彰。

局联合主办，青岛市商务局、青岛市贸

界中餐业联合会六届五次理事会、2019

促会、山东省烹饪协会、青岛市餐饮行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

业协会协办，青岛旅游集团、世界中餐

2019“锋火杯”颁奖盛典、向新中国成

闭幕式上，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

业联合会国际中餐名厨专业委员会承

立 70 周年献礼——“中华节气菜”主

杨柳代表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向青岛授予

办。世界厨师艺术节是世界中餐业联合

题展、2019 中国国宴·名宴摆台艺术展、

了“国际海洋美食之都”的称号。

会创办的国际性品牌活动。自 2016 年

精品餐饮服务商展、青岛区域特色餐饮

据了解，该称号是专家组科学严谨

创办以来，吸引了超过 10 余万餐饮业

产业及饮食文化考察之旅等十余项主题

地对照“国际美食之都”申报标准，经

同仁参与，得到餐饮人的高度关注和好

活动。
《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19）》

过数天时间的考察研究，实地探访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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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底，青岛市有各类餐

和创新阵地，更是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汇

—— 第四届世界厨师艺术节在青岛举行
文 /王欣

国际海洋美食之都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

绵长，拥有多达 49 个海湾，海水水温

撑青岛餐饮传承和创新发展。

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家新（右）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杨柳（左）手中接过“国际海洋美食之都”牌匾。（图 / 王华）
Wang Jiaxin (right),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and Vice Mayor of Qingdao, received the
plaque of “International Seafood City” from Yang Liu (left),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青岛东、南濒临黄海，海岸线优美

青岛收获新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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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青岛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之晶海洋生
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数十家青岛企业
也斩获各项奖项。

青年名厨排名赛
青岛选手获佳绩
在历时 3 天的 2019 世界中餐业联
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中，来自海内外的
近百位中餐青年名厨参赛，分别以凉菜、
热菜、甜品、面点 4 个项目进行比拼。
比赛中，6 位青岛选手的成绩可谓是令
人惊喜。
来自青岛开海餐饮美食管理有限公
司的钟学娇已经是第 4 次参加世界中餐
青岛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东深（右）接受采访。
Li Dongshen (right), president of Qingdao Catering Association, received an interview.

业联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在此次比赛
中获得第五名，也是世界厨师艺术节开

饮企业 3 万多家，营业收入近 400 亿元，

化发展和海洋城市特质的充分肯定与体

是山东省最大的餐饮市场，对消费、就

现，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城市形象、推

手。她的 4 道参赛作品：凉菜“石老人

业贡献突出。此外，青岛餐饮市场发展

动青岛国际化进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

海景”、热菜老酥肉、甜品巧克力慕斯

拉动青岛及周边地区农业、食品加工业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荣获“国际海

和面点苹果酥，不仅创意十足，在食材、

的发展，并与旅游业形成了良好的协同

洋美食之都”品牌，青岛市将进一步深

色彩、营养搭配上也非常出色，受到评

效应。青岛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食

入挖掘餐饮文化内涵，树立海洋美食文

委的认可。自青岛旅游集团旗下洲际酒

节庆活动以及以特色美食为主题的特色

化品牌，弘扬青岛海洋美食文化，提升

店的孙强和王成坡分别获得第 6 名和第

美食节庆活动、餐饮展会活动，既有以

海洋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青岛餐

8 名；同样来自“开海”的李广富和林

外资品牌主导的五星级高端酒店餐饮服

饮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在清分别获得 17 名和 18 名，林在清还

办 4 年来，惟一一位跻身前十强的女选

务，又有以“春和楼”“青岛饭店”“老

闭幕式上举行了“烽火杯颁奖典

获得了“优秀鲍鱼菜肴”奖；此外，青

船夫”“铭家”“开海”“船歌水饺”

礼”，评选出了 2019 年度最佳中餐社

岛鼎汤艺术料理的马龙侠获得第 25 名。

等为代表的青岛本土老字号和民营品牌

团组织、中国服务之星、最佳餐饮新媒

作为青岛本土知名餐饮企业，“开

餐饮服务，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菜系

体奖、饮食文化传播奖烹饪教育成就奖、

海”始终坚持品质、经典、创新原则，

的知名餐饮品牌。在政府规划和市场发

最佳餐饮合作伙伴、餐饮创新品牌企业、

弘扬中华餐饮文化，不断致力于提供高

展共同作用下，闽江路美食街、云霄路

最具影响力餐饮品牌、中餐厨师艺术家、

品质的产品、以高度热忱满足顾客需求，

美食街、登州路啤酒街、劈柴院美食街

餐饮发展功勋人物十大奖项，青岛市餐

用创造的精神、追寻美味的本源，做本

等美食街区已经成为青岛城市美食地标

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东深、青岛渔夫花园

源海鲜美食的“领航者”。2018 年上

和城市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明分获 2019

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开海”就

因此，“国际海洋美食之都”这一

年度餐饮发展功勋人物和 2019 年度中

曾作为青岛特色美食代表之一进驻上海

崭新的城市名片，是对青岛餐饮业国际

餐厨师艺术家奖项，此外青岛博大健安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当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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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上合峰

文化遗产，综合了天文、物候、农业气

本身山海特色食材丰富，不同季节都有

会青岛新闻中心专门设立了的中国文化

象的经验，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相关

对应的食材，如春有开冰梭，夏天有鲅

展示区，来自山东各地的包括剪纸、剪

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华夏

鱼，秋天蟹子又大量上市，崂山菇、马

影、曹州面人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大地的文明之光，在国际气象界被誉为

家沟芹菜、胶州大白菜也有相应的上市

继亮相。同时从青岛 50 余家餐饮企业

“中国第五大发明”。

节点，应时而食是最好的食补方式。李

中邀请 6 家本土餐饮企业，呈现精美青

“春来生机满，万象始更新，立春

东深说，厨师要用丰富烹饪技艺，把青

岛特色小吃，助力上合峰会。“开海”

推荐菜品：劲道鲜香的和菜春饼，色泽

岛二十四节气特色地标化食材，以丰富

派出由厨务总监亲自带队的 8 人面食团

诱人的肥美黄花鱼；雨水时节，春寒料

多彩的形式推广到百姓的餐桌上，让大

队现场精心制作，奉献出 “一只水饺，

峭，气温忽高忽低，宜用温补的食物来

家感觉到每个节气都有好吃的青岛美

两尾整虾”的招牌美食“开海虾水饺”，

补充身体的能量与温暖，雨水推荐菜品：

味。

其间共为海内外媒体朋友提供逾 2 万只

软糯香甜的手工元宵，鲜美嫩滑的砂锅

“开海虾水饺”，获得了来自各界媒体

炖鱼头……”结合二十四节气特点，在

的广泛称赞。此次，在 2019 世界中餐

总结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向新中国成立

业联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中获得骄人成

70 周年献礼——“中华节气菜 ”主题

绩，让“开海”在传承和发扬青岛特色

展备受关注。

美食文化方面更进一步。

“顺时而食”引领饮食新时尚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独创的

F

rom June 24 to 26, The 4th World
Chefs’ Art Festival, which is highlyanticipated in the industry, was

grandly opened in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This art festival

青岛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东深在

was themed on “workmanship ·

接受采访时表示，顺应季节变化不同食

activities were held including the “2019

材都有固定的成熟盛产时期，顺应自然
生长规律的食材无疑是最鲜美的，青岛

craftsmanship”, in which over ten theme
World Chefs’ Art Summit”, “The Third
Local Cuisine Development Forum”,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Sixth Council
of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Catering
Industry”, “2019 Famous Young Chefs’
Ranked Match of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Catering Industry”, “2019
‘Beacon-fire Cup’ Award Ceremony”,
“Tribute t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Chinese Solar
Term Dishes’ Theme Exhibition”, “2019
China’s State Banquet · Famous Banquet
Set-ups Art Exhibition”, “Exquisite
Catering Service Provider Exhibition”, and
“Inspection Trip of Special Food Industry
and Dietary Culture in Qingdao”, etc. The
general report of the Annual Report on
Cate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China
(2019) as well as the “2019 Chinese
Shandong Cuisine · Qingdao Declaration”
were also released during the period. On
the closing ceremony, Yang Liu, President
of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Catering
Industry, granted Qingdao the title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Gourmet City”.

2019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现场。
The 2019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Young Chefs Ranking Competi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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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青岛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辉映的是青岛的城市风貌；“赤礁、细浪、彩帆、
金沙”刻画的是青岛的海滨风景；“海鲜、啤酒、烧烤”讲述的是青岛的美食故事。
青岛的美食圈，如同一个缤纷的“万花筒”，鲁菜、川菜、粤菜、韩餐和日料等等，
时常轮番轰炸着我们的味蕾。也因此，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记忆，往往是从饮食开始的。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早茶”走进了青岛人的生活。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大地时，还有什么比享受鲜美丰腴的
点心、绵滑浓郁的香粥、与亲朋好友间繁琐亲切地絮叨更为
妙不可言的呢？
早茶，中国社交饮食习俗。这一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
尤其是广东。谈及广东的传统文化，早茶是其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因此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而谈及青岛的早茶，不仅在吃，更在于那份柔柔的情。
一家人、几个朋友能够聚在一起谈天论地、共话家常，不能
不说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幸福。也因此，青岛人就这样一直延
续着吃早茶的传统，延续着老城区的慢生活和新城区的快节
奏。而青岛人的早茶也同样离不开那“一盅两件”，“一盅
两件”指的就是一盅茶、两件点心则分别是虾饺和烧卖，这
个经典搭配也被称为是早茶文化的灵魂。
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家早茶店，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
体验。

T

here is a flavor called
“morning tea”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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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茶，对于青岛人而言应该是最熟悉的早茶店之一，
它也是青岛经营时间最长的早茶店。
上世纪 90 年代，在青岛，有早餐去东方，晚餐去海天的
说法。历经近 30 年的风风雨雨，被称为当年青岛早茶市场翘
楚的东方早茶在经历了涅槃重生后依然还是老青岛人高端粤
式早茶记忆中的金字招牌，现如今位于国信体育中心内，茶
餐厅依然还是曾经广式早茶最初的样子。

在青岛，有一种味道叫

吃“早茶”

东方早茶：首家早茶，誉满全城

东方虾饺、水晶碧绿包、紫金凤爪、叉烧肠粉、脱壳芝
麻球、皮蛋粥等百余个特色早茶品种，每日循环推出。晶莹
剔透的水晶虾饺，薄薄的面皮里藏着大大的虾仁，外皮软弱
弹牙，咬一口，鲜甜的虾肉令人沉醉；口感筋道的金钱牛肚，
被咖喱味赋予了新的口感，味道独特且层次丰富；豉汁排骨
软糯浓郁，香味十足，骨头和肉可以轻易分离，入口都是满
文 /韩海燕

满的南方风味，让食客为之着迷，也成为了 这里的招牌单品
之一；没吃过水晶肠粉不算吃过早茶，薄如蝉翼的表皮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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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人一直延续着吃早茶的传统，
延续着老城区的慢生活和新城区的快节奏。
（图 / 王超）
Qingdao people have been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 of having the
morning tea, while keeping the slow life in the old quarter and quick
tempo in the new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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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青岛
式美食步伐让丽晶早茶在传统早茶的基

以“舒服且有格调”为基础理。进门扑

础上创意不断，成为青岛早茶的代表。

面而来的祖马龙香薰味，最让人动心的

早茶，中国社交饮食习俗。这一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

丽晶虾饺皇，可谓是青岛首屈一指

就是所有餐具都是镶金边的骨瓷质感，

尤其是广东。谈及广东的传统文化，早茶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超值虾饺，馅料严选大个开背青虾仁，

别致的蜻蜓为设计元素，意为“清静的

因此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杜绝传统枧水腌制，纯手工搅打，搭配

庭院”，代表着铭家点心的初衷，想要

西芹，清新爽口，好吃不贵；手制叉烧

为每一个客人打造一处心之别院，安静

包，在保留原有叉烧包美味口感的基础

清雅，饮酒品茶。

着足足的馅料，浇上浓浓的酱汁，每一

民赢得了青岛人的青睐。

口都是鲜美的。百余种特色早点品种以

自 1998 年起，丽晶早茶始终秉持

其独特的口味，优良的品质，一直受到

着为食客呈现正宗粤式早茶的理念，丽

顾客的喜爱，誉满齐鲁大地。

晶虾饺皇、蟹籽蒸烧麦、紫金蒸凤爪、
港式蛋挞、飘香榴莲酥……这些独具代

“丽晶早茶”：
慢享时光，相约丽晶

表的精致早茶，均出自广州早茶大师的
匠心制作，地道的口味让客人赞不绝口，

作为一家经营了 20 余年的老字号，

火爆的人气和良好的口碑，吸引了一批

“丽晶早茶”凭借着口味正宗、价格亲

忠实的粉丝。丰厚的文化底蕴、紧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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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包裹了整整 3 只大虾，加入了马蹄

上，一改传统叉烧包的外皮形态，并调

这里的环境不仅是五星级的，就连

陈皮牛肉球、桂花炸糕、青岛甜沫、铭家

粒，不仅吃起来弹牙，口感也因此更加

整面皮配方，选料更健康，馅料也更丰

服务也是一流的。铭家点心隶属于铭家

油条都是美味至极。若是传统青岛胃，那

丰富；腊味煲仔饭，又一道传统名点。

盈，非常适合北方人的饮食口味；流沙

餐饮集团，虽然菜式来自港式茶餐厅，

么韭菜合饼、青岛大虾粥和青岛海参大包

广州的街头小巷里，随处都有卖煲仔饭

凤凰包，拨开洁白松软的外皮，意想不

但却并非“港式点心”——铭家结合了

则一定会让你满意。别忘了点一盅汤，7

的小铺，香味也会在小巷中飘香。晶莹

到的满口流沙肆意而出，香气扑鼻，细

青岛本地风味，希望探索出自成一派的

个小时蒸出来的老火靓汤绝对鲜鲜可口。

剔透的米饭吸取了腊肉材料精华后，饱

腻奶滑和流沙蛋黄的和谐搭配，吃起来

“铭家点心”。因此，带着如此使命，

在这里足以感受米其林星级餐点的

含汤汁的浓郁咸香，肥而不腻，温润可

口感纯香而不油腻，会带给你绝佳的味

铭家聘请了来自于新加坡米其林一星餐

蕾体验；黑松露小笼包，小笼包里的“爱

厅的主厨及团队。明档厨房中从整体环

马仕”，外皮加入了黑松露彰显神秘与

境到菜品细节都尽收眼底，几十余位厨

奢华，轻咬一口，清香与鲜美的汤汁充

师即点即做，入口的每一份早茶都颇具

斥唇齿之间，是中式点心与西方食材的

心意。站在中华美食博大的视角上，铭

必远方。“颐中皇冠”二楼“潮粤轩”，

胶原蛋白，微辣的口感，十足入味的酱

完美交融；招牌牛肉面，台湾牛肉面是

家将南北饮食文化融合于这间餐厅。青

以经典的粤菜味道，华丽登陆青岛。

料，一吮即脱骨，入口唇齿留香，越嚼

当年赴台老兵因思乡而创的独特美味，

岛食材，港式做法，博采南北点心精髓，

汇集了上海菜的红烧，广东菜的煲汤，

将山海风味凝聚在一屉屉点心之间。

口，一碗下去，幸福感由然而生，吮指

美味与精致。

仍是意犹未尽；酱香凤爪，嗜骨一族的

潮粤轩：味蕾焕新，粤吃粤爱
如今，想吃正宗地道潮粤美食，不

粤菜一菜一个性，几乎全靠师傅的

挚爱，一焯二晾三炸四煮五蒸，一道小
菜基本上把烹饪手法用了一半。丰富的

越香越有味儿。

经验和手势去烹调。如果说这家最值得

蜜汁餐包、烧麦、蒜香蒸排骨、糯

还有四川菜的辛辣味，丽晶主厨吸取台

松茸油菜包，胖乎乎白嫩嫩的松茸

推荐的地方，那就是为了正宗的传统粤

米鸡、艇仔粥、流沙包、萝卜糕、榴莲

湾牛肉面之精华，精选进口牛腩，搭配

油菜包，暄腾腾的冒着热气，火候的掌

式美味，专业做美食多年的老板，不惜

酥……品种丰富的各式早茶，多种口味

精心调制的卤料及四川秘制酱料，炖煮

握恰到好处，油菜还保持着翠绿的色

重金从广东请来整套潮粤菜师傅团队，

一定会满足你的味蕾。

3 小时以上，简直入口即化，加上劲道

泽，但已经没有了生涩的苦味，再加上

潮粤菜师傅那种特有的倔强，使得店里

的面条，浓郁肉香的汤汁，一定让你大

松茸特有的香气，入口清香软糯；潮州

各种餐品味道经典地道。无论是想吃烧

倒不如说更是当地民生文化与记忆的延

快朵颐。

粉果，半透明的澄皮看似轻触即破，实

腊、小笼或肠粉、煲仔在这都能得到满

续和呈现。生命的趣味与富足在味蕾上

则爽软润滑，充满韧性，入口即化；韭

足。

绽放，世情滋味也在人声往来中氤氲而

除上述特色出品外，丽晶早茶的种
早茶时光，总是伴随着食物的酽酽香味。（图 / 妙洋）
The morning tea time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mellow fragrance of food.

除此之外，青岛大虾烧麦、虾饺皇、

类有 70 余种，让你目不暇接，点到手软。

黄鲜虾肠粉，米粉的弹韧爽滑与绵柔恰

韭黄鲜虾肠粉、咖喱金钱肚、蟹籽蒸烧

到好处，米香、油香、豉香……构成了

麦、各式肠粉、牛肉灌汤蒸饺、豆豉蒸

肠粉最基础的经典味道，韭黄和虾仁混

排骨，飘香榴莲酥、葡式烤蛋挞……地

合在一起的味道，怎是一个“鲜”字可

道的口味让客人赞不绝口。为迎合北方

以形容的；墨鱼籽酱温泉蛋，60 摄氏

人的口味，丽晶还特别增加了油条、青

度的崂山山泉水，温煮 25 分钟的崂山

岛老甜沫、豆腐脑、鲜豆浆、虾仁馄饨

散养山鸡蛋，再加上一抹鲜美的黑鱼子

等品种，让吃早茶不再是南方人的专利。

酱……蛋液似凝未凝似淌未淌的微妙境
界，带来的可不仅仅是颜值上的赏心悦

铭家点心：
“后起之秀”，精致华丽

目，还能带来比普通鸡蛋更易于吸收和

铭家点心可谓是青岛早茶的“后起

牙火腿配上生态农场精挑细选的生菜系

消化的好营养；西班牙火腿沙拉，西班

之秀”，它的出现为青岛美食地图增添

的软嫩菜心，端上桌后再喷洒上特级初

了精致而华丽的一笔。铭家点心的设计

榨橄榄油，堪称早茶菜品里的颜值担当。

虾饺皇，个头超大，外皮晶莹剔透，

D

早茶时光，总是伴随着食物的香味，

生。

on’t remember since when

is more about the soft feeling of love

the “morning tea” came to

than eating.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Qingdao people’s life. When

gather together and chat about daily

the first wisp of sunshine touches

life, simple and happy. Hence, Qingdao

the earth in the morning, there is

people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having

nothing more wonderful than having

the morning tea, while keeping the slow

delicious dim sum, enjoying smooth

life in the old quarter and quick tempo

and fragrant porridge while chatting

in the new districts. The morning tea in

with friends.

Qingdao is also featured with “one pot of

Morning tea is a social dietary

tea and two pieces of dim sum (shrimp

custom, which is popular in south China,

dumpling and steamed pork dumpling)”;

especially in Guangdong. Speaking of

this classic combo is known as the soul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Guangdong,

morning tea culture.

morning tea is an important part. Thus,
Guangzhou is known for delicacies.
However, morning tea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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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morning tea
restaurants will give you distinc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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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in Qingdao

嗨游青岛

“一切皆可阅读”的空间设计理念，西
西弗以最美丽的书与寓意深刻的文化艺
术造型，强烈展现了欧式橱窗的文化美
感。以 LOFT 的粗犷奔放与道具的精致
细腻，展现了艺术与时尚刚柔并济的独
特气质。以深绿为主基色，红、黑为辅
基色的 VI 色彩搭配产生的视觉冲击力，
与极具文化精神内涵的装饰，制造出强
烈的艺术张力。柔和的平光源、聚焦的
点光源在空间中交互错落，配合层次丰
富的图书陈列，制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
为了使读者不在茫茫的书海中迷
失，西西弗拥有完整且恰到好处的导航
系统。它可能悬挂在空中，会出现在你
不经意间的一抬 头； 可 能位于你的身
侧，在你轻松随意的一瞥间，它并不跳
眼突出，但却能出现在每一个你想要看
到它的位置。
这里的所有设计都为读者而生。西
西弗旗下品牌“矢量咖啡”和“不二生活”
创意空间。以咖啡馆满足读者阅读时的
环境需求，以不二生活创意空间为读者
提供阅读延伸、品质生活的满足。
“7&12

I

nnovative bookstores in Qingdao make you fall in love
with reading immediately

“书”适青岛

文 /韩海燕

让你一秒钟爱上阅读

阅听课”儿童阅读体验空间，基于不同
书店成为了人们寻找幸福感的精神寄居地，这里有隐
藏在一座城市背后的文化气质。（图 / 董天顺）
Bookstores have become spiritual sojourns for
people seeking happiness. There is a cultural
temperament hidden behind a city.

在一幢幢钢筋大厦、一座座玻璃堡

的成长阶段，专为 12 岁以内的孩子们

垒的角落中，书店成为了人们寻找幸福

打造。除了设计温暖的书店空间，在西

感的精神寄居地，这里有隐藏在一座城

西弗书店，每一个店员都可以是与读者

市背后的文化气质。

友好相伴的朋友，因为店员们对每一位

说起青岛的书店，创意有“不是书
店”、文艺有“猫的天空之城”、清新
有“纸有境界”、复古有“良友书坊”、

读者的需求都保持着“不打扰的”关注
和时实的关注。
店内的百感交集留言区，每一位读

颜值有“如是书店”……对青岛的读者

者都可以随意书写留下自己的感受和建

氤氲着咖啡和美食的香气，在宁静中感受文字的清隽……

而言，这是一个个可以无限畅享书海的

议，让读者充分感受自由式的发言氛围，

城市中，总有书店一隅能接纳你文艺范儿的内心。

寄托。

将“专业”献予每位“书虫”。西西弗

富有新意的“特色装潢”、漂亮时尚的“通天书墙”、
颇具创意的“整体书架”、光彩耀眼的“纪念小物”、相伴而生的“咖啡水吧”……
伴着悠扬的轻音乐，在书籍的世界里漫步穿梭，
或信手翻阅，或低首深读，一座城市因为一间书店更添了些诗意与宁静，
仿佛浮躁的心灵找到了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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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拒绝有隔阂感、陌生感的书籍推荐。

西西弗：
远离喧嚣的心灵净土
时间退回到 2016 年，国内知名连
锁书店——西西弗书店进驻青岛。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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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无论你多大，喜欢什么，都可以
找到自己心仪的东西，毫无疑问，西西
弗造就了喧嚣都市里一片心灵净土，是
一家颇具温度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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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游青岛
仿佛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让人们寻回了

富而热烈的可被汲取。书店，是城市文

尽管有些不规则，但也正是这些不规则

传统阅读的魅力，也让人们在深夜时分

化氛围的一种无声的语言。他是闪烁着

才使得小店有了不同寻常的文人气息。

不再寂寞难耐，一本书一杯茶亦或是一

诗意光芒的角落，把周围的喧嚣卸去，

除去这纸书柜，纸有境界的许多本子、

杯咖啡的陪伴，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让真正的读书人，在书海中自由地徜徉，

图书，也都是自制或独家出品。

忘我的沉迷，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立书店

店内很多都是店主夫妻二人的私人

繁花：一不小心“误入”
的世外桃源

的坚持，让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一方心

藏书，还有一些是友人赠送之作，店主

安，也让我们懂得爱和吸引也能成为生

人的耐心随和让你感到坦然，在这里，

江苏路 59 号甲，一栋 1930 年代初

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印记。

读书的本质似乎成为了有形，空气中都
能感受到文字的重量，触摸到行行句句

建筑的二层老楼，“繁花—我们图书馆”
就开在这里。仿佛有意隐匿在老城区的
旧房中，一不留意就会错过路边并不明

对青岛的读者而言，书店一个个可以无限畅享书海的寄托。（图 / 王勇森）
For readers in Qingdao, bookstores can enjoy plenty of books one by one.

明阅岛：24 小时不打烊

出惬意舒服的环境。从装修风格上讲，

古的环境，每天吸引着不少市民游客前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你是否在寻

店面以复古的老榆木为主色调，彰显了

来阅读体验消费。明阅岛除了在环境上

找一个惬心的地方，是浪漫的、温情的、

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沉淀之感，这也是很

升级外，书籍也做了精心安排，为了满

温馨的、交织的相约与邂逅。其实，在

多书迷所喜欢的格调，更体现了“明

足读者的多元需求，明阅岛把创意美学

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暖窝，只是

阅岛”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草墙上

设计类的精装书、原版书；诗歌、人文

你常常匆匆走过。如今，当城市进入午

充满时代感的投影时钟和青岛新华 e 店

及哲学类图书和港台版图书等几大在书

夜，书店就是灯火。

数字阅读体验区免费提供的电子设备是

城买不到的书系重点摆设，是书店升级

明阅岛，山东省第一家 24 小时书

新科技阅读的倡导者；错落有致的书架

后的主打书系。

店。日月“明”，代表黑夜和白昼，即

则让 24 小时书店的图书有了生气和活

当然，明阅岛的意义不止于此，还

为 24 小时，“阅”则为读，“岛”意

力。“明阅岛，与你倾盖如故。”“夜

会有文化活动的拓展。每个周末的文化

味着青岛，简单的“明阅岛”3 个字，

探书城，境超所值；岛城新锐，时而往

沙龙，是明阅岛给广大读者提供交流的

表达了青岛也是山东省第一家 24 小时

之。”“青岛需要你，24 小时书店坚

良好平台，是对文化的最美表达。

书店的含义。

持下去！”“支持！坚持！点亮青岛的

走进“明阅岛”你会发现，这里既

只是踏上通往“明阅岛”的台阶，

阅读氛围！”……在明阅岛入口处的“心

是一个书店又是韵味十足的咖啡馆，在

就有种温馨和温暖的感觉，这里的装潢

情墙”上，“点赞贴”“支持贴”几乎

咖啡师的精心调制下，一杯杯带有地方

仿佛自家阁楼的拐角，风化的木质楼梯、

粘满了一面墙。守望着这座文化不夜城，

特色的咖啡飘香而来，泡沫如同浪花伴

粗麻的扶手、间隔着摆放的瓷器、暖色

“明阅岛”品种丰富的图书、浓郁香醇

随着来自异国他乡的多种精美原版外文

调的烛台和绿色的植物处处为夜读营造

的咖啡、便捷流畅的 WiFi 以及优雅复

图书，展现了书与咖啡的天生绝配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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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有境界：在这里感受心灵
的纯净与触动

显的标志牌。踏上凝固着历史的红色木

书店是世外桃源，因此也汇聚五湖

质楼梯，有种穿越感，老板从二手市场

四海之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有过

淘来的黑白电视、旧收音机和古家具更

什么经历，进到书店，“淘书客”就是

添一分历史特色。

共同的名字。理想中的书店乃是一个品

的质感。这样一种淡雅清新，似乎与世
隔绝的书店里，你能从心底里感受到书
的力量，感受到心灵的触动和净化。

方所：生活美学融入现代多元化
“总有惊喜，总会驻足，定是常住，

繁花的整体风格清新而淡雅，仔细

味高雅、静谧的地方，书香气十足。每

便成方所。”方所号称是青岛最有逼格

观察不难发现，许多的小细节都是店主

个逛书店的人，无论孩童，还是老者，

的书店之一。

所精心设计的，小小的一家书店赫然拥

进入这一场所，都会自觉安静下来，然

方所分为上下两层，全店面积约

有着几种不同的主题。宽敞的大厅摆放

后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听

3400 平方米，总跨度达 100 米，极具

着大量的书籍，在这个售书的区域，文

不到任何喧哗声，取而代之的是那“沙

辨识度的门头、独立的下沉庭院以及入

化类的书籍较为丰富。较为特别的是，

沙”的翻书声，那是书店里所独有的“唱

口气势十足的风起扬帆造型，硬朗、简

这里的书籍是用从 A 到 Z 的英文来进

者”。

洁、现代感十足的内部设计体现出方所

行分类。比如 A 代表 Art，指的是艺术

一座有文化气息的城市，书店就是

独特的空间叙事，并将青岛的海洋元素

类；B 代表 Bibliomaniac，拥有《书天堂》

一个很好的窗口。它是一座城市宁静且

融入知识场域。方所创始人毛继鸿曾

等书籍，显示出书店对于淘书客的一种

光明的一角，很多人都有一个关于开一

说：“方所这个场所就类似村子里的老

认同；而 T 代表 Thinkery，这个分类中

家书店的梦想，在河边、在街角、在大

槐树或欧洲城市中教堂外的一个广场，

有着《哥德尔》《沉重的肉身》等书籍，

学的校园里、在变迁的大地上，只为把

提供浪漫的环境给人以邂逅和交往的空

显示出书店的多重深度。

心爱的书传递给同样爱他们的人。

间，从而构建出一个文化与精神交流的

细细想来，人们爱书店的理由中，

青岛，有家书店名叫“纸有境界”。

殿堂。”

一定会有一个是因为书店那清净淡雅的

这是一间有意思的书店，开的是书店 ,

方所整个空间呈现出贯穿全场的开

环境。那个独立的、静谧的、私人的空

玩的却是情调……若不是外面围墙立着

放性：上下间的流动、无尽的纵深感和

间，是现在人所渴望的。即便它存在深

“書”的牌子，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得到

巨大的玻璃立面带来的通透性。但更为

深的老街里，人们也会耐心去寻找。每

这家隐藏在湖北路上，似乎脱离尘嚣的

关键的是分布在空间内外的大大小小的

一家书店都是独具匠心的设计，从建筑

淡雅书店。去这家店有时要碰运气，店

“广场”。走入方所，不难发现曲线元

陈列的书籍中散发出来的墨香，激发出

主的随性豁达完全体现在店的开门时间

素遍布于空间内外，既强调地缘，也是

人们内心深处对纸质书籍的钟爱。

上。随意摆放的书堆，简单刷白的墙和

一种对空间流动性的诉求。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

墙上挂着的许多书法作品，不难看出店

“百米图书长廊”作为方所最核

过：“天堂就是持续不断的、毫无倦意

主有些淡泊名利归隐山居的意味，店内

心的一个区域，壮观的书墙在视觉上

的阅读。”人们爱书，延伸至爱书店，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便是散发着独特风格

带来震撼，细致的图书分类帮助读者

无非是爱他的空间、爱他味道、爱他丰

的纸书柜，完全是店主 DIY 的成果，

梳理知识脉络。5 万种书籍，共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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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游青岛
册，覆盖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
的华文阅读趋势，与时代同步，呈现
世界最新的出版态势。专设四大书区：
港台书区、人文文学书区、艺术设计
书区和生活饮食书区，囊括人文、文学、
艺术、生活，在图书长廊中与来自全
球出版品的相互辉映与碰撞，回归纸
质阅读的美好。
除此之外，“编辑人书系”与“观
念之墙”也是方所的两大值得驻足关注
的亮点。近两年，实体书店在电子商务
的挑战下，展现出更多创造的可能性。
顾客购书的体验不断被提升，书店的功
能从静态的图书展示与销售，转变为推
动文化创造与发生的场所。
方所美学生活区，是一处精致的展
会，产品的组合与成列别出心裁，来自
全球设计重地的多个品牌完全满足消费
者的多种生活需求。咖啡空间是方所里
一个给顾客提供交流、休息放松的小区

一座有文化气息的城市，书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图 / 王勇森）
Bookstore is a good window for a city with cultural atmosphere.

域，逛店之余你可以在这里品味来自世
界各地品质出众的醇香咖啡与精致甜

窗口，为这片文化沙漠开拓出一块绿

和手稿，不只编织了许多人的青岛岁月，

为青岛历史文化的坐标。不只因情怀，

点。在美学区里还藏着一个绿植区，在

洲。80 年后，荒岛书店，没有被忘却。

也构成了如今的荒岛书系。书店还会举

更因为它的启发意义，或许这些正在复

强硬水泥质感的空间中，这里添加了生

这里和其他以独特设计的书店不同，

行荒岛讲堂，邀请大师举办讲座，也是

苏的文化传承，所复活的不只是一个书

机盎然的绿色，轻松明快。

荒岛书店回归了最初的角色设定——

有关现代文学的读书会、分享会。荒岛

店，而是那片文化的绿洲，是青岛的文

方所期望成为当代生活美学的倡导

阅读。书架上的书都由店主精心挑选。

书店是被复活的第一个文化老字号，成

学“黄金时代”。

者、研习之所。让人们发现并享受日常

细细翻阅，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本书

生活中的点滴，用五感体验自然、惜物、

几乎都来自与青岛有渊源的作家之笔。

手感、细节的精髓。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宽敞的空间，
有的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到荒

荒岛书店：文化老字号的复苏
每一家书店都是独具匠心的设计，从建筑陈列的书籍中散发出来的墨香，激发出人们内心深处对纸质书籍的钟爱。
（图 / 王勇森）
Each bookstore is of unique design. The ink fragrance emitted from the books displayed in the buildings
inspires people’s deep love for paper books.

黄灰色的外墙，一门一窗，门上一

次灵魂的碰撞。作为青岛目前惟一一

方匾额，用美术体写着“荒岛书店”，

个现代文学书店，来荒岛书店的人里

就这样在老舍故居一隅安静地出现，毫

面，有的是老舍、萧红等民国作家的

In the corners of steel buildings and

with the aroma of coffee and

glass-surrounded fortresses, bookstores

delicacies... In a city, there is always a

have become spiritual homes for people

corner of a bookstore for you to open

to gain happiness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your heart to literature.

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city is hidden.
Speaking of bookstores in Qingdao,

and stylish high wall of books, innovative

there are innovative ones like It Not The

integral bookshelf, eye-catching

Bookstore, romantic ones like Momicafe,

书迷，有的是拥有“荒岛情怀”的人，

souvenirs, specially designed coffee bar...

fresh ones like Venatao Bookstore,

80 年风云变幻，历史洪流滚滚，

也有许多来青岛观光的游客。荒岛书

Accompanied by melodious light music,

connotative ones like Qiulin Bookstore,

wandering in the world of books, either

vintage ones like Liangyou Books,

多少往事如同过眼烟云，被铭刻的终

店似乎凝聚了上世纪 30 年代历史的缩

go through some pages randomly, or

nostalgic ones like Hanjing Bookstore, and

究寥寥。80 多年前，荒岛书店曾短暂

影，成为许多人来青岛对那个黄金时

immerse in reading. The city becomes

beautiful ones like So Book... For readers
in Qingdao, these are dream places to

地出现在这个城市里，为上世纪 30 年

代“朝圣”的坐标。

more poetic and tranquil because of a
bookstore, giving the fickle heart a rest

enjoy reading freely.

代的青岛打开了一扇进步思潮涌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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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a peaceful environment permeated

Creative unique decoration, beautiful

不张扬。

SAILING CITY

岛书店和老舍先生、萧军、萧红来一

E

njoy beauty of writing language in

荒岛书店有关联的民国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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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ty kissed by the gentle sea breeze

海风习习吻边城

文 /王溱

1931 年 8 月，福山路 3 号，一座洋气十

发表的作品就足以让学生们刮目相看。所以，

足的住宅里搬来一位年轻人。中等身材，丰

当沈从文完成教课任务从教室里走出，沿着

满稍长的脸盘，浓厚的乌发，一副圆片眼镜

原路返回时，心情依旧轻松愉悦。他很快就

端正的架在鼻梁上。

会看到那座面朝大海，花岗岩石贴面，带有

是新来的同事。楼下有话音传来。想来一

明显欧式风格的建筑。走进铁院门，踏上旋

定是还未曾谋面的同事。沈从文一边收拾行

转升起的石阶，然后再穿过院落攀楼而上，

李一边在想。这座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宿舍

便踏入自己的居室。福山路的地理位置在青

里断不了住着与自己同样境况的人：外地被

岛非常优越，临海，地势又高，周围绿树成荫，

聘而来的教书匠。

显得幽静雅致。许多达官贵人在此置办房产。

不同的是沈从文住在 3 楼，房间虽窄小，

国立青岛大学当时是青岛惟一的一所大学，

月的青岛该是最美好的时节，海风吹拂着波涛，蓝天漂浮着白云，树

却能透过窗户看到不远处的大海，这让沈从

能获准在这样一块“宝地”上建造教师宿舍，

木成荫的小路，挂满青藤的红墙，劈浪而行的帆船，漫步夕阳里人流，

文非常欢喜。从湘西凤凰城走出来的“乡下

足以表明当年知识分子还是很受人尊重的。

人”，见惯了门前缓缓流淌的沱江水，现在

沈从文搬进时，整个建设还没完全完成，“房

又看到了久慕的波涛海水，心情大不一样。

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载好，只

倚在窗边，迎着习习吹来的海风，眺望大海，

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

“白色的小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小篷，出了

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

停顿小艇的平坞后，向作宝石蓝颜色放光的

风光。”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很喜欢，因

海面滑去。风是极清和温柔的，海浪轻轻的

为进了居室就可以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

拍着船头船舷，船身侧向一边，轻盈的如同

色彩的海面和天光云影了。这可不是每个楼

一只掠水的燕子。”不经意间，沈从文的脑

层和房间都可以享受到的，独居一室又位居

海里便冒出了这般优美的文字。

顶端使沈从文既可清静安逸，又有宽阔的视

8

一幅多么温馨惬意的景色！避暑天堂的美誉虽然这些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
暖有些名不副实，但 88 年前，这令人向往的景象却折服了无数倾心之人。

每天迎着明媚的阳光，或夹着书本材料，

线，这很符合他的心意，也符合此时他的心气。
沈从文是作家，灵感是创作的起搏器。来

或拎着黑色的皮包，一袭薄薄的长衫在身，

插画 /朱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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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福山路踯躅而下，然后登上鱼山路那有

青岛之前，他一直处于一种“纷纷扰扰”状态，

些陡峭的上坡，再缓缓下行，便一直走进大

当兵时期的煎熬，在北大旁听时的艰辛，与

学的校门。这段不长的路程对沈从文来说，

丁玲、胡也频筹办刊物时的操劳，后来虽然

充满了新鲜和乐趣：青岛地方的天气是那么

去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但总是有种“漂

好，各处地方是绿荫荫的。各处是不知名的花，

浮不定”的感觉。走进青岛这一切都改变了，

天上的云同海中的水时时刻刻在变幻各种颜

不但有了相对安定的工作，而且有一处固定

色，还有那种清柔的、微涩的，使人皮肤润

的住所和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让沈

泽、眼目光辉、感情活泼、灵魂柔软的流动

从文那恍惚不安的心终于有了一份怡然的宁

空气……

静。

沈从文受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相邀

“在青岛前后虽只二年半，对于我一生工

来任教，担任文学院讲师，开设了两门课程：

作影响极大。在青岛时正年青力壮，创作欲

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每天的教学任务

旺盛，更重要是文字在时趋成熟中。每面对

压力不大，已经有些名气的沈从文那时光已

景色奇美的大海，一部《法苑珠林》也开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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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象力，可说是一生工作最为有效

他几乎完全沉醉在创作的海洋里。

巴金建议购买的礼物——一大包托尔斯

果的一段日子。正若从青岛温和阳光吸

上世纪 30 年代的青岛被誉为“东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

取了用之不尽的力量和感情，都反映在

方瑞士”，又被称为“浪漫之城”。这

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名著，敲响了苏州

多个篇章中……”在青岛，沈从文的创

里既有大自然赋予的美丽景观，又有

张家的大门，去寻求“百追不得其果”

作激情迸发，灵感一次次博然而起。他

“舶来”之风携裹的浪漫之情。

的爱情……

自己说，青岛海边的这 3 年，是一生读

福山路 3 号那间逼仄的小屋，住过

沈从文的苏州之行没有白跑，回青

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

沈从文的九妹，接待过巴金、卞之琳，

岛不久便得到梦寐以求的回信，更让沈

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光。每天只睡

最令沈从文欢欣和激动不已的是还住

从文喜出望外的是，随后张兆和也来到

3 小时，精神特别旺健。先后创作并出

过心仪已久的爱人张兆和。

了青岛，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谋了一
份工作。

版了《虎雏》
《记胡也频》
《都市一妇人》

1929 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吴淞中

《泥涂》等集子，还创作了《从文自传》

国公学相识，两年后年沈从文便带着依

从此青岛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

《记丁玲》《八骏图》《一个农夫的故

依不舍和忐忑不安来到青岛。与爱慕之

大街小巷留下了一对恋人无数的足迹。

事》《寻觅》《女人》《来客》等作品。

人两地相望，沈从文的焦虑与渴望可想

青岛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真正恋爱之地。

其中《八骏图》以福山路 3 号教师宿舍

而知。感谢大海让沈从文涌起无穷勇气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边城》里的翠

为背景，主要人物就是取材于住在同一

和力量，更要感谢大海孕育出无限激情

翠有 3 个来源，其中一个是张兆和，另

座楼里的教师们。小说对不远处汇泉湾

和爱的浪漫。在青岛沈从文给张兆和

一个是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崂山游玩时碰

的景色、海水浴场的沙滩和“洋房”庭

邮寄了无数封华美而柔情的情书，“狂

见一个穿孝服报庙的姑娘。正是那个执

院的景象都做了精彩的描写。能看得出

轰乱炸”虽然只是“一个巴掌”作响，

着白幡在哭的姑娘和“身边黑脸长眉的

来，此时此刻青岛以及这里的自然风光

但此时已饱尝大海之风的沈从文浑身

新妇”作范本，让沈从文萌发了要写一

已经深深的融进了沈从文的精神世界，

蓄满执着的韧劲。他从青岛出发，捧着

部很好看的小说给张兆和看的想法。所
以由此推论，《边城》的创作起源是在
青岛，“人物”的诞生也是在青岛。青
岛是沈从文的“福地”，乃名副其实。
《边城》是沈从文的扛鼎之作，传
世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这些辉煌成绩的到来，沈从文认为
应归功于大海：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
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
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
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
了我的人格。
是的，还有什么能像大海一样让人
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1933 年夏沈从文和张兆和离开了
青岛，离开了福山路。虽然这段时光很
短暂，仅有两年之多，但对沈从文的人
生来说却有着深刻而悠远的影响。如今，
当人们走过福山路时，会情不自禁的想
起沈从文，想起凤凰城和《边城》，同
时也会提起不远处的大海、礁石、绿树，

插画 /朱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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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与中医诊所相结合的形式
十分新颖，即便如此，这里没有诊所的严肃，更没有
博物馆的深沉。
It is very novel that Zhou Meisheng Moxibustion
Culture Museum is integrated with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Even so, there is no
serious atmosphere of clinic here, let alone the
solemn gloom of museum.

A

bout Zhou Meisheng Moxibustion Culture Museum

诊所里的博物馆
——走进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

而今，我们要说到一家博物馆，

风格，让人倍感舒适。“我们博物馆

的发端与传承谱系”“周楣声先生生

它隐于中医诊所中，却在不大的空间

根据现有空间，合理规划布局，给人

平”等围绕周楣声及其艾灸法等内容

里，诠释着传统艾灸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觉通透明亮，装修色调淡雅，也是

想展开，主要展出周楣声先生对中医、

它小巧精致，却内容丰富，与诊所的

为了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有更为舒适的

针灸与灸法事业的卓越贡献并对周楣

结合，既新颖又独特，让人们在医疗

参观和就诊体验。”周氏楣声艾灸文

声艾灸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三单

保健的同时，从根本上了解艾灸文化，

化博物馆馆长王豪煜介绍。

元详述艾灸的功效，对艾灸的材料、

可谓独树一帜。这便是低调而颇具内
文 /魏浩浩 图 /杜永健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医学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医中

古典的门头更突显中医风范。
The classical door highlights the sty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涵的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不深沉
位于青岛市崂山区劲松七路 68 号

博物馆展厅分为上下两层，总面

使用方法、功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讲

积约 593.06 平方米，总投资 700 多万

解。看完前面对艾灸历史、文化、特点、

元。 共 有 展 品 319 件（ 套）， 其 展 示

疗效的介绍，了解了周楣声艾灸疗法

内容分为 4 个单元，第一单元从远古

在推进中国中医学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时期的“穴位的发现”到“艾草的介绍”

及在青岛的创新壮大；第四单元的灸

药为人们强身健体、治愈病症，它是历史的财富，更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文化。电视剧《老中医》

的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与中医

再到“中国历代针灸医案流变”以及“中

疗体验站灸将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项

的热播，让很多人重新感受到了传统医学的魅力。其中的望闻问切、抓药、熬药，以及印象中

诊所相结合的形式十分新颖，即便如

国历代针灸名家”等内容，详细讲述

目，带领参观者身体力行艾灸疗法、

挥之不去的中药味道，有着神奇功效的针灸等，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此，这里没有诊所的严肃，更没有博

艾灸的由来以及传统医学相关的内容

5D 视频艾灸神功；品尝灸食品；带走

物馆的深沉。清新淡雅的新中式装修

知识；第二单元通过“周楣声艾灸法

灸作品……更深刻地体会灸文化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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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煜坦言，做博物馆，为的是回馈社

系统一点的中医中药知识，加深人们

患者还是游客，能够通过参观和了解，

博物馆所涉及的内容必须熟知，而对

会，更重要的是传承和推广传统医学。

的认识，也算是文化的纽带。”王豪

学到对自己和家庭有益的健康知识，

于一些中医的养生特色大家也一起学

“作为一家服务于百姓的医院，我们

煜说道。

同时对艾灸乃至中医能够有更深入地

习，并与家人朋友分享，与顾客分享。

认识，增强他们的健康。”

这样做不仅让我们工作人员与病患和

决定做博物馆首先是想回馈一下社会，
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同时，想通过
这样的方式对传统医学进行有效的传
播和推广。”

馆内一景。
A scene in the museum.

借助博物馆平台
传播健康与文化
通过两年的筹备，2017 年，青岛

开馆的一段时间里，一位青岛西

参观者建立了信任，更促进了家庭和

海岸的老大爷让王豪煜印象深刻。“之

谐，以及他们个人的责任心。对外，

前报纸刊登了关于青岛博物馆的册子，

我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诊所和博物馆的结合，形式新颖

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通过备案，

这位大爷看到我们博物馆，觉得很有

将博物馆的资源能够最大化，开馆后，

且多元化，更让人们对这个博物馆产

对外开门纳客。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

兴趣，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过来，他

除了周边社区的居民，我们还定向组

生诸多好奇。“其实，我们是先设立

内心充满忐忑的情绪却也有十足的信

也和我说，他已经退休在家，也是因

织心肺复苏培训，对学生及企业员工

的诊所，后来建立的博物馆，可能这

心。“最开始，很多人一进门第一印

为好奇所以特地来看看。我们接待他

进行培训，让不同年龄段的人们感受

样的博物馆在青岛只有我们一家。在

象觉得我们是正在经营的机构，会不

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青岛的博物

中医的魅力，不敢说对他们有多么大

筹备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走访了杭

会有别样的商业目的，或者不纯粹。

馆他如数家珍，有些册子上没有的，

的影响，但也希望能够在他们心里埋

州和广州的多个博物馆进行学习和借

我们是真诚地希望进到这里的不管是

内容涉及了中医中药的他也自己找去

下一粒小小的‘种子’，以后碰到合

鉴，比如杭州的方回春堂等等，再对

参观。遇到这样的参观者，也让我们

适的‘阳光雨露’，可能就‘发芽’了”。

非常感动。”

王豪煜感慨道。

大精深。王豪煜介绍，灸疗法是中医

损重订而成。书中撷取历代针灸文献

我们展览进行多次改稿，因为博物馆

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又名灸疗。

之精华，贯穿周氏四世传习之心得。

是有藏品要求的。实际上，作为知名

众所周知，博物馆比起其他形式来

作为一个“年轻”的博物馆，又

奏汉时期《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重

2011 年周楣声艾灸法被列为青岛市市

的中医，周楣声老师将精力全部奉献

说，并非是简单的展览，它肩负了社

用着一群年轻的工作者，未来的日子

要内容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

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 年被青岛

在医学上，生活比较简单，所以展品

会课堂的作用，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

或许更值得期待，而他们自己，也早

灸之所宜”；唐代孙思邈《千金方》

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大多是我们征集所得。”

它所存在的意义深远，在王豪煜眼中，

已规划好了发展方向。对此，王豪煜说：

这份意义对外也对内。“我个人觉得，

“未来，我们希望在自身不断成熟的

在建立了博物馆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同时，能够借助博物馆的平台对外举

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们这里的同事

办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比如，邀请一

都是做中医的，对艾灸我们只有一个

些国内比较知名的中医专家，来进行

中提倡针和灸并用；明代《本草纲目》

承的典范；2016 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

在去杭州学习的过程中，杭州的

中 35 处提到艾和艾灸的用途及灸法。

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周楣

文化底蕴及人们对于中医中药的认知

灸法作用机理和针疗相近，通常并称

声梅花针法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程度令王豪煜十分惊讶，这也让他感

针灸，是传统医学中不可多得的治疗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在青岛建立艾灸文化博物馆是十

馆内展出石制双羊造型药碾，用以加工贵重药材。
Stone-made double sheep shaped medicine
g r i n d e r s a re o n d i s p l ay i n t h e m u s e u m fo r
processing 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s.

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通过展

分有必要的。“我们去了杭州的方回

大概的概念，筹备的过程就让我们深

学术交流授课等等，针对感兴趣的人

另外，通过参观，我们对周楣声

示具有科普及鉴赏价值的中医药相关

春堂，在过去是前店后厂，随着时代

感知识是无止境的。博物馆的整个团

群开办中医知识培训、社会课堂、健

这位中医学的传奇人物有了更为清楚

藏品，如古董针灸器具、珍贵药材以

的变化，而今变为了前店后馆，为的

队普遍年轻，很多 90 后、95 后，我们

康讲坛等，为社会、为百姓提供家庭

的认识。周楣声（1918—2007 年）是

及具有文化和教育价值的相关用品，

就是能够让人们在就诊的同时能够系

在学习老前辈的同时，通过博物馆也

之外的场地，就传统医学、健康保健、

对我们自身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

中医文化等内容进行沟通交流。”

手法。

周氏艾灸法第二代传承人。生于安徽

来传承和发展周氏楣声艾灸文化，保

统 地 了 解 传 统 医 学。 在 当 地， 特 别

省天长县中医世家，幼承家学，通《内》

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艾灸知

到腊八节等年节时期，很多中药店都

《难》及诸家言，精于灸法，弱冠即

识，利用艾灸技术为民众治疗病痛，

会免费发放药草粥，而很多人也为了

行医乡里。从医 70 余年，救人无数。

让人们能够深入地了解艾灸文化。

他毕生弘扬中医，学术上精益求精，
临床中攻坚克难，特别是在针灸学的

L

这个粥一大早就赶去排队，这个过程
就让生活有了仪式感，对孩子也是很

传统医学，魅力深厚

好的传承。实际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实践与研究中推陈致新，独辟蹊径，

实际上，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

还会有去中药店抓药、煎药的经历，

提出真知灼见，总结传世经验，在灸

馆隶属于青岛健联医院，从 1997 年成

medicinal materials, as well as related

Moxibustion Culture Museum covers

supplies with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n area of 593.06 square meters, with

values. The aim of the museum is to

319 pieces or sets of collections in the

inherit and develop Zhou Meisheng

two-floor exhibition hall.

moxibustion culture, protect the

重要的味道，包括汤药的苦涩口感都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of Shandong Province, Zhou Meisheng

Chinese medicine, popularize the

moxibustion treatment features great

knowledge about moxibustion, take

inheritance value. The museum houses

advantage of moxibustion techniqu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related

for treatment, and enable citizens to

collections wi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ppreciate moxibustion culture not far

and appreciation values such as antique

from their homes.

立之初，健联始终秉承着“为人民健

让人印象深刻，但现在的孩子很少接

诣颇深，贡献尤大，蜚声中外。周楣

康服务”的宗旨，它也是青岛第一家

触这些，生病的话一般复方药片或者

声艾灸法发端于晚清名中医周丙荣，

涉足药品零售行业和首批基本医疗保

针剂就解决了，少了一些体验，我们

其弃儒习医，擅长针灸，喜欢撰写记述。

险的社区民营企业。当被问及最初为

希望在博物馆中能将这些体验抽离出

遗著《金针梅花诗钞》，由周楣声增

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主题的博物馆，王

来，再组织一些更丰富、更安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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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puncture apparatus, precious

Qingdao, the Zhou Meisheng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法的传承与振兴、研究与临床应用造

SAILING CITY

ocated in Laoshan District of

“镇馆之宝”獬豸香薰，其内部中空，用于熏香。
As the treasure of the museum, Xiezhi (legendary
one-horned beast in ancient times) incense burner
has a hollow interior and is used in aromatherap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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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峰

帮”的志愿服务形式，受到基层群众的

式培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表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顺应时

欢迎。正因如此，各种形式的新时代文

主义思想理论、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员

代变迁，回应百姓需求的具体举措，

明实践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带着文明的

教育、道德文明常识、法律法规知识和

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精神

力量在青岛这片沃土生根发芽，形成了

扫黑除恶知识等融入到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战略之举。需要在

可持续、有活力的文明新阵地。

活动中，在群众脱贫致富、文明实践、

内容、载体、效果等方面牢牢把握“实”
字这个核心要求，做到吸引人、可持续、
有实效。

多种形式，助推文明实践效果

作用。

近日，一场与众不同的理论宣讲课

“以前也听课，大多停留在理论层

在青岛平度市仁兆镇沙北头庄户学院盆

面，而现在我们走出教室，把庄户学院

景葡萄大棚进行着。据了解，2016 年，

搬到大棚里，这种形式既有理论，又有

“一个定位、一个目标”，推动习

平度市仁兆镇沙北头村依托蔬菜专业合

实践，国家有哪些政策、怎么实施、需

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作社成立了“庄户学院”，主要传授最

要注意什么，我们听得很明白，理解得

想更加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

新种植技术。通过 3 年多的实践发展，

很透彻。”听课的学员如是说。据了解，

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融思

该镇 91 个村庄都设立了“庄户学院”，

沙北头“庄户学院”今年在盆景葡萄大

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功能

依托“庄户学院”这个平台，该镇采用

棚已经讲课 45 场，授课学员 2126 人次，

于一体的基层综合平台，这也不断推动

课堂培训与基地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最具活力的基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创出“青

积极探索“党组织 + 合作社 + 互联网 +

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推进，

岛经验”。
“三级书记抓、建三级体系”，

文明实践”的学用模式，建立专兼结合

“庄户学员”传授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种

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践所、实

的志愿服务队伍，结合群众需求开展志

植技术逐步向传播思想文化、引领文明

践站三级工作体系，形成横到边、纵到

愿服务活动，组织专家为居民开展互动

实践拓宽。组织机关干部、党校讲师、

完善体系，让文明实践“接地气”

2018 年，
青岛的胶州市、
平度市入选全国 50 个试点县（市、
区）
；城阳区、胶州市、
平度市入选全省 26 个试点县（市、
区），
是使命，
更是一份责任。
In 2018, Jiaozhou City and Pingdu City of Qingdao were selected into 50 pilot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country;
Chengyang District, Jiaozhou City and Pingdu City were selected into 26 pilot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province. It is a
mission and a responsibility.

政策宣讲、法治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centers

底的“工作网”，确保把试点工作的各

让生活多姿，使文明多彩

青岛的胶州市、平度市、城阳区 3 个全

——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持续、有活力发展

础上，先后召开全市试点工作推进会、

项要求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基层。
“两级试点、全域展开”，就是在推动
国、全省试点区市开展好试点工作的基
“两个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培训会等会议，及时总结试点

文 /魏浩浩

工作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推动试
点工作在 10 个区市全域展开。

在新时代的国家发展背景下，农民生活逐渐富足的同时，精神文明的促进更不可

围绕“群众从哪里来”“从群众需

或缺。整洁的居住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文明的思想理念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出发点、

求实际出发”为重点，依托青岛市志愿

落脚点。在这个前提下，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夯实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基层基

服务学院，构建上下贯通、供需对接的

础的重大举措，更是将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作为重点，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平台。同时，在

载体。2018 年，青岛胶州市、平度市入选全国 50 个试点县（市、区）；城阳区、胶州市、

基层一线让群众唱主角，激发群众的自

平度市入选全省 26 个试点县（市、区），是使命，更是一份责任。

身活力和内生动力，形成“群众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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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听，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事、群众

青岛平度市同和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进行文化志愿者培训。
Tonghe Sub-district of Pingdu City of Qingdao conducts cultural volunteer training in the civilized practice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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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益演讲群众反响热烈。

在“身边人讲身边事”活动中，青岛胶州市胶莱镇石门子口村王法伦在家中给村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In the activity of “People Talk About Things Around Us”, Wang Falun, Shimenzikou Village, Jiaolai Town,
Jiaozhou City, Qingdao, propagated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of the Party to the villagers at
home.

今年以来，九龙办事处继续发挥连续 4

同时，老干部党支部紧密配合镇新

年“最美家庭”评创活动影响力，发掘

据五年级 4 班班主任李德辉介绍，

量支持机制，让城市的志愿者为农村文

时代文明实践所行动，让老干部发挥余

出一批现新的先进典型。全处涌现出一

一直以来，同学们在全校广大老师的教

明实践提供强大支撑。另一方面，激发

热，到村庄社区开展社会活动，关心、

大批和谐幸福的“最美家庭”、整洁有

导和陪伴下，团结奋进、快乐成长，每

老百姓传统的道德情感，让群众去做群

参与、帮助美丽村庄建设，宣传习近平

序的“最美街巷”和全方位多元发展的

位同学都努力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为学校

众工作，人人都当志愿者，从而让新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优良传

“最美村庄”。此次表彰大会，共评选

增光添彩。学校将每个周一的升旗仪式

代文明实践有长久的内生动力。

统，展示新时期老干部形象风采。指导、

出 10 个“最美街巷”，7 个“人居环

作为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关键在于

协助镇关工委、工青妇组织开展工作，

境最佳奖”，7 个“最美村庄”。

一，并以此为契机，围绕培育和践行社

让群众得实惠，让文明实践场所成为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老百姓的精神家园。群众哪里有需要，

深入学校做法制教育，做好未成年人思

“通过这次评选，在全处又掀起了

想道德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帮助青少

一股家庭争做模范、村庄争当标兵的热

广泛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国旗

文明实践就出现在哪里。青岛的每个

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取得了显

潮，也让更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

下微宣讲、国旗下讲话等，引导学生们

区市都建立了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著的效果。目前，老干部们已开展系列

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了一份力量。”九

树立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抒发热爱

总队，组建社科理论、农业科技、文

讲座活动 26 场次，听众近 2500 人次，

龙街道办分管负责人说，此次活动深入

祖国、祝福祖国的情感，表达为实现民

化服务等专业志愿服务队伍，构建上

有力推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全镇落地

发掘了典型事例，为全处党员群众树立

族复兴中国梦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的远

下贯通、供需对接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开花结果。

了行动标杆，为美丽九龙建设积蓄了强

大志向。

务工作平台。同时，在基层一线让群

榜样带动，实现文明实践价值
近日，青岛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
举行“2019 年度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未来，九龙

现如今，青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众唱主角，激发群众的自身活力和内

街道办将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中心的成果显著，可谓多点开花，其工

生动力，形成“群众讲、群众听，群

作，为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空港新区

作内容也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让群众

众演、群众看，群众事、群众帮”的

打造九龙的特色名片。

乐于参加。青岛各试点县的乡 ( 镇 )、

志愿服务形式，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

村从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开始，就征求

特别在农村，依托志愿服务队或义工

群众意见，结合乡村实际，贴近群众需

组织，发动电工、木匠、理发师等“手

求，开展一些接地气的活动，吸引广大

艺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邻里互

群众积极参与。

助”志愿服务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服务队授旗仪式”暨新时代文明实践 6
月主题党日活动“最美九龙”颁奖表彰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青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Station at Qingfeng Community, Xifu Town Sub-district,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文明实践，在心中埋下种子

大会。据悉，本次活动共成立 84 支新

此前，在父亲节到来之际，青岛市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街道办拿出

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邀请了部分学生家

39 万奖励评选出的 590 户“最美家庭”。

长代表共同参与，举办了“父爱如山，

各区市已组建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感恩父爱”为主题的升旗仪式。“没想

明实践的主体责任，让文明实践有支撑、

队伍 2000 余支，募集志愿者 10 万余

明实践活动的开展中不断传播文明、践

到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动的同时又

可持续。这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方

人。

行文明、提升文明，以建设“美丽九龙”

觉得非常有意义，对孩子思想和内心提

面是让城市的志愿者到农村去，为文明

为抓手，党员群众同心协力、勇攀高峰。

供了良好的教育，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九龙

持续办下去。”参与活动的学生家长王

街道办深入推进思想铸魂、环境改善、

涛说道。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明办提供）

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文化惠民五大工

整齐的队伍、肃穆的队礼，五星红

I

ethical advancement. Clean living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 2018,

environment, colorful cultural life and

Jiaozhou City and Pingdu City were

civilized ideas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listed in the 50 national pilot counties

and footho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ities, districts), and Chengyang District,

On this premise, building the new era

Jiaozhou City and Pingdu City were listed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centers is

in the 26 provincial pilot counties (cities,

a major measur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districts). It is not just a mission, but

for the Party's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more a responsibility.

道德模范、社会志愿者、民间艺术家、

以贴近群众的方式，将党的发展史、创

程，突出思想引领、行为实践、关爱帮

法律工作者等 126 人组成师资库，分 7

业史、奋斗史和传统文化、道德文明知

扶、以文化人，广泛开展“讲、评、帮、

了“感恩父爱”升旗仪式的帷幕。少先

个小组深入各村进行系列宣传，把“庄

识及时传向身边的群众。家风传承团结

乐、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通了宣

队员庄严的国旗下讲话，体现着同学们

户学院”办到百姓的家门口。

合中华传统礼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爱家、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切情怀。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平度市仁兆

等主题，定期、定点举行公益讲座，同

众的“最后一公里”，掀起了九龙街道

担任升旗任务的四年级 5 班中队编排了

镇发挥老干部在群众工作中的优势，组

时讲述分享优秀的“家风”故事，助推

志愿服务新一轮热潮。

亲子合唱节目，用感人至深的亲子合唱

织老干部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社会文明新风尚，其中，平度市最美老

为更多地发掘群众身边典型，更好

《父子》，将父子情深展现得淋漓尽致，

动，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干部、平度好人史如光的《我的人生三

地发挥“平凡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同学们也用真情的表演为父亲们送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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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志愿者承担起新时代文

今年以来，九龙街道办在新时代文

旗伴随着神圣的国歌，冉冉升起，拉开

SAILING CITY

实践提供强大支撑。自上而下的志愿力

日的祝福。

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 at the grassroot level, as well as

in the new era, with rural citizens

an important carrier that focuses on

gradually becoming rich, it is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and

common people and supports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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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端午遇上邻居节

青岛公交市北巴士第一分公司职工参与

里包粽子大赛、非遗传承端午大展演、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 2019 年“我

的“粽香爱心传邻里”包粽子比赛以及

端午民俗趣味体验等精彩活动 300 余场

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延安路街

民生志愿服务大集也在如火如荼进行，

次，将与正在进行的青岛市邻居节同步

道启动，此次“我们的节日·端午”主

让居民们相聚在此时，极大地丰富了居

进行，成为市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题活动融入了更多传统文化和民间风俗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延安路街

的重要载体、重要内容，政民携手倡导

等元素，并与正在开展的青岛市邻居节

道各业务科室及延安路卫生服务中心、

崇德尚礼、文明和谐的时代新风。

有机融合，旨在倡导广大居民在节日中

市南巴士第五分公司、延安二路小学等

追寻邻里美好回忆、拉近邻里和谐情感。

多家共建单位，则为居民送上创业再就

共度传统佳节，弘扬时代新风

青岛市市北区 2019 年“我们的节

业政策指导、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及免费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

日·端午”主题活动，由青岛市市北区

理发、健康义诊、入学咨询等多项志愿

重。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传统节

委宣传部、市北区文明办指导，市北区

服务，得到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

日习俗，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青岛市

延安路街道主办，主要包括文艺汇演、

据市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组织开展

民族传统文化联展、民俗知识竞赛和“粽

今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主题活

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本

香爱心传邻里”包粽子比赛 3 大板块。

动期间，各街道、社区将开展粽香传邻

次活动以“情系端午，爱国永恒”为主

启动仪式上，中共青岛市市北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徐树成，市北区文明办、延
安路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市北区各
街道分管负责人，延安路街道区域化党
建共建单位，社区居民群众代表等 500
余人参加活动。在文艺汇演板块，由延
安路街道社区文艺团体和青岛上清路小
学等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联合编排，节
目涵盖威风锣鼓、舞龙表演、歌曲舞蹈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 2019 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延安路街道启动。
Recently, the theme activity of “Our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2019 in Shibei District of Qingdao City was
launched at Yan’an Road Sub-district.

等艺术表现形式。分别荣获 2018 年度
“感动青岛”“感动市北”道德模范的

Fragrance of zongzi in the love-filled community

延安路街道居民崔风业、廉士芳等优秀

粽香飘溢，浓浓温情遍社区

充分展现了市北区广大居民“团结和谐、

——“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举行

居民代表与现场居民共度我们的节日，

在启动仪式现场，居民们在一起包粽子，庆祝端午节的到来。
At the start-up ceremony, residents made rice dumplings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崇德尚礼、健康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居民们不仅可以在家门口欣赏到精彩节
目，还能参与现场丰富的竞赛活动，享
受多种惠及民生志愿服务。

文 /魏浩浩

启动仪式现场一侧，由延安路街道
老干部协会组织的书画大师们、社区剪

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民族传统节日
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满足人民群众过好传统节日的新需求新期待，青岛在全市

纸达人陈世梅、陈氏锔工工艺传承人陈
大雷和原一扎染艺术工作室创始人孙珺
琪等组成的民俗传统文化联展，吸引了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实际上，在全市广泛开展此次主题活动，为的是充

现场观众的目光，他们通过自己的优秀

分挖掘端午节文化内涵，着力引导全社会礼敬传统节日、弘扬节日文化，引导广大群

作品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唤

众在积极参与中体验节日习俗、展现中国精神、增进文化自信，焕发爱党爱国爱社会

起老青岛、老邻居们儿时的美好回忆。

主义的巨大热情。在棕香飘溢的时节，让浓浓温情传遍每个社区。

在另一侧，民俗知识竞赛、社区居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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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活动也受到市民的喜爱。
Free clinic activities are also welcomed by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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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 文 明 青 岛 Highlight/Civilized Qingdao

题，吸引了社区 140 余名居民参加。中
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工作处处长
王晓峰、中共李沧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吉
素琴、世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由红新也
同居民一起参加了活动，共度佳节。
活动现场，一曲古琴演奏《离骚》
开场，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氛围，居民们
在清雅的琴音中感受着伟大爱国诗人屈
原思乡爱国的崇高感情；一首社区居民
的诗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抒发了
对故乡热土的眷恋和游子深深的思乡
情；正心国学堂张寒老师为居民们讲解
了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传承及意义，
精彩的讲解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盛夏闻
艾香，包粽过端午。3 个精彩的节目过

近日，青岛市第四届中小学生“学国学、诵经典、传美德”竞赛活动决赛，在青岛市第 39 中学城阳校区举行。
Recently, the final of the 4th Qingda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mpetition “Learning Chinese Studies, Reciting
Classics and Spreading Virtue” was held in Chengyang Campus of Qingdao No.39 Middle School.

后，大家来到社区便民绿色大食堂，热
热闹闹的包起了粽子。包粽子现场欢声
笑语不断，你拿粽叶我添米，大家相互

The 4th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Competition of Qingdao concluded as a complete success

合作，短短 1 个小时的时间，1000 多
个粽子就完成了。三角形、喇叭形、长
条形等各式各样的粽子上了煮锅，中午

青岛市第四届“学国学、诵经典、传美德”
竞赛活动圆满收官

时分，粽香飘满了整个食堂。下午，社
区“两委”开始入户走访，将新鲜出炉
的粽子送到社区 55 位 80 岁以上老人的
家中，带给他们节日的祝福。“社区每
年都组织包粽子活动，我们每年都参加，

文 /妙洋

不图别的，就是图个热闹，包好的粽子
会送给社区 80 岁以上的老人，再剩下
的就送给居民，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居民李大姐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浓浓的粽香，深深的乡情。此次端
午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家
国情怀，激发了爱国热情。下一步，围
绕“讲评帮乐庆”5 种形式，世园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宣传思想政策，传递文明风尚，
用贴地气的表现形式打通服务群众、宣
传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明办提供）

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Shangliujiayuan Community, Shiyuan Sub-district, Licang District, Qingdao City organized the theme
activity of “Our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val”.

D

近日，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

来自各区市、市教育局局属学校的 61 支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

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教育局、共青团青

队伍、180 余名选手进入复赛；共有 12

书记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

岛市委、青岛市妇联、青岛市关工委联

支队伍、36 名选手挺进决赛。决赛设置

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

合主办的青岛市第四届中小学生“学国

了经典接龙、同心协力、经典诵读等多

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学、诵经典、传美德”竞赛活动决赛，

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们的综合素养和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青岛市第 39 中学城阳校区举行。经

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和运用。比赛现场，

通过比赛形式激发了广大中小学生学国

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try

Chinese festival. To carry

to guide the masses to pay respect to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carry forward

culture, give play to the influence and

festival culture, and lead the masses

cultu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xperiencing

festivals, and meet people’s new needs

festival customs, presenting Chinese

and new expectations for having a

spirit,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过激烈的角逐，最终，青岛胶州市李哥

选手们镇定自若、对答如流，诵读经典

学、用国学的兴趣，并引导他们把优秀

happy traditional festival, the activity

and developing strong passion and love

themed with “Our Festival·Dragon Boat

for the Party, the country and socialism.

庄小学代表队、青岛胶州市实验初中代

抑扬顿挫、韵味十足，出色的表现和良

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传

Festival” was held in the whole city.

As the fragrance of rice dumpling is

表队分获小学组、中学组冠军。

好精神风貌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承中华传统美德与文明礼仪，把经典文

In fact, the activity was extensively

permeating the air, let all communities

carried out to fully excavate the cultural

be filled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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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竞赛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

青岛市第四届中小学生“学国学，

全市共有千所学校、上万名中小学生积

诵经典，传美德”竞赛活动，旨在贯彻

极参与。经过学校选拔、区（市）初赛，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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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
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明办提供）

关注 / 海 湾风采 Highlight/Elegant Appearance Of The Bay
元，技术专利引进合同额 1.12 亿元。
包括每年 30 万吨异丙苯装置、每年 24
万吨双酚 A 装置、每年 32 万吨苯酚丙
酮装置、每年 6 万吨异丙醇四套生产装
置。其中，双酚 A、异丙苯、异丙醇装
置 引 进 的 是 美 国 BADGER LICENSING
LLC（ 贝 吉 尔 技 术 许 可 公 司） 的 专 利
技 术， 苯 酚 丙 酮 装 置 引 进 的 是 美 国
KELLOGG BROWN & ROOT LLC（凯洛
格布朗路特公司）的专利技术。这两项
专利技术均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化工生
产技术。项目计划于今年 10 月开工建
设，2021 年 1 月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
可年增销售收入 30 亿元。
究竟何为双酚 A ？它简称为二酚
基丙烷，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苯酚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自建与外方签约。
Gao Zijian, General Manager of Haiwan Chemical signed a contract with the foreign party.

和丙酮的重要衍生物。主要用于生产聚

海湾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明致辞。
Address by Li Ming, Chairman and General Manager of Haiwan Group.

因此，在经过多轮科学严谨的比选

经济效益。

Haiwan Chemical once again introduces a global leading
chemical technology

碳酸酯、环氧树脂、聚砜树脂、聚苯醚

海湾化学引进的双酚 A 项目，其

论证后，海湾集团最终确定与贝吉尔技

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等多种高分子材

产品主要面向下游高端聚碳酸酯和环氧

术许可公司和 KBR 公司（凯洛格布朗

料。也可用于生产增塑剂、阻燃剂、抗

树脂市场。以双酚 A 为原料所生产的

路特公司）进行合作，因为两家公司均

海湾化学再次牵手全球领先化工技术

氧剂、PVC 热稳定剂、橡胶防老剂、农药、

高端聚碳酸酯，主要应用在大型场馆建

为全球领先的技术供应商，在异丙苯、

涂料、油漆、紫外线吸收剂等精细化工

筑、汽车玻璃、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

苯酚丙酮和双酚 A 领域独具优势，其中，

产品。

以双酚 A 为原料所生产的环氧树脂，

工艺技术先进、产品质量稳定、能耗物

则广泛应用于芯片、军事、航空和家电

耗低、安全环保可靠等特性，完全符合

制造业等。

集团“技术国际化、装备大型化、环境

——海湾化学双酚 A 项目专利技术引进合同签约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在塑料制品的制造过程中，添加双
酚 A 可以使其具有无色透明、耐用、

生态化、管理现代化”的“四化”发展

轻巧和突出的防冲击性等特性，尤其能

文 /韩海燕 图 /杜永健

防止酸性蔬菜和水果从内部侵蚀容器，

日前，海湾化学双酚 A 项目专利技术引进合同签约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董家口经济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封洪海，青岛市经信局副局长王唯，青岛市搬迁办副主任傅绍春及青岛市国资委有
关领导，美国德希尼布福默诗公司、凯洛格布朗路特公司、海湾集团领导，海湾化学中层以上干部以及
20 家新闻媒体单位共 100 余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强强联合 打造世界一流化工企业

理念，是集团对标高端化工、打造世界

近年来，在青岛市委市政府以及各

一流的最优选择。此次签约仪式，是海

奶瓶、水瓶、牙齿填充物所用的密封胶、

级领导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海湾

湾集团继苯乙烯、聚苯乙烯项目后，与

眼镜片以及其他数百种日用品的制造。

集团搬迁发展成效显著，“一南一北”

德希尼布福默诗公司的再次携手；同时

据介绍，双酚 A 项目发展前景可

两个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已经规模化投

也拉开了海湾集团与 KBR 公司（凯洛

谓十分广阔。目前，国内双酚 A 市场

产，烧碱、聚氯乙烯、苯乙烯、染料及

格布朗路特公司）首次合作的序幕。

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因此，市场缺口

化工中间体等项目全面发挥效益，2018

凯洛格布朗路特公司全球高级副总

因此广泛用于罐头食品和饮料的包装、

海湾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明，德

从四流南路 66 号的老厂区到西海

重点氯碱企业、青岛百强企业、中国化

大，进口价格高。下一步，随着反倾销

年集团销售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实现

裁道格拉斯·凯利也在致辞中表示，苯

希尼布福默诗工艺技术副总裁、贝吉尔

岸新区港丰路 66 号的新厂区，从占地

工 500 强企业、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先

措施实施，进口双酚 A 价格会持续上

了高质量的新发展。

酚项目将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的起点，

技术许可公司总经理文森特·韦尔奇，

40 公顷到 133 公顷，营业收入从 2017

进集体、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

扬，对国内双酚 A 生产企业利好。未

为此，海湾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

期待着未来在许多化工技术领域还有更

凯洛格布朗路特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道

年 的 31.68 亿 元 到 2018 年 的 77.8 亿

厂”、全国石化行业最具社会责任企业、

来下游聚碳酸酯和环氧树脂行业的大幅

明介绍说，为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

深更广的合作。“我们都知道，苯酚—

格拉斯·凯利分别致辞。董家口经济区

元……今天，从青岛老城区搬迁到董家

青岛市“智能工厂”等荣誉称号。这一

扩产，将促进双酚 A 需求量不断增长。

头，加快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向新材

双酚 A 和聚碳酸酯项目在快速发展中

书记、主任封洪海在签约仪式上讲话。

口的海湾化学在青岛的化工企业中已然

切也使海湾化学在不停步地跨越峰巅、

上游苯酚、丙酮行业的大幅扩产，会导

料领域拓展延伸。其中“海湾化学双酚

国家，如中国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

海湾化学党委书记、董事长邹铁军主持

脱颖而出，更成为推动青岛化工产业的

无数次超越自我的进取中，不断实现着

致原料供应充足，原料价格也有望在激

A 项目”成为海湾集团规划的重点项目

长。需求的增长也为青岛海湾集团提供

签约仪式。海湾化学总经理高自建代表

“排头兵”，实现着一场新的变革。

更新、更高的突破。

烈的市场竞争下有所下降，这些都有利

之一，也是海湾集团继续推进高质量发

了这样一个机遇，使得海湾集团在这一

于降低双酚 A 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

展的重要增量。

全新市场领域成为类似在 PVC 和苯乙

企业与外方代表签约。

近年来，海湾化学先后被评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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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签约的双酚 A 项目投资 2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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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领域一样的市场领导者。”而凭借

一体化、仓储物流一体化、智能管理一

法聚氯乙烯产能居国内第一，苯乙烯

着 KBR 先进的苯酚技术以及海湾化学

体化、企业文化一体化。一期项目占

产能是国内单套最大，5 万立方米低温

高素质的装置运行团队，青岛海湾集团

地 133 公顷，总投资 55 亿元，于 2016

乙烯储罐是国内最大，偏硅酸钠产能

必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流生产商之

年底建成投产，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烧

居亚洲第一，双酚 A 产能是国际上单

一。KBR 承诺将不遗余力的与青岛海

碱、40 万吨氯乙烯、40 万吨聚氯乙烯、

套最大。

湾集团，与设计院工程公司的项目团队

50 万吨苯乙烯、12 万吨偏硅酸钠。另

胶州湾畔的海湾化学，无疑是董

携手并肩奋斗，将此装置打造成为另一

有年吞吐量 260 万吨的专用液体化工码

家口循环经济区发展产业链的重要一

个世界一流的苯酚工厂。与此同时，与

头。并且拥有当今国际先进的四大核心

环，也是董家口践行先行的一个缩影，

海湾化学签署贝吉尔技术许可公司的新

技术。分别引进了英国英力士专有工艺

是国内化工行业的一个样板。它的转

合同并将为青岛海湾化学的异丙苯、异

技术，生产 VCM 及通用型、特种 PVC

型，尤其不断的新旧动能转换，给众

丙醇和双酚 A 装置提供专利技术许可、

树脂；引进美国德西尼布石伟公司工艺

多正在探索着的化工企业带来诸多启

工艺包和技术服务的德希尼布福默诗工

技术，生产苯乙烯；引进日本氯工程技

示，想必这是献给中国化工最有价值

艺技术副总裁 文森特·韦尔奇也表示，

术， 生 产 32%、50% 烧 碱； 引 进 德 国

的力作。按照绿色、环保、低碳、可

很高兴继续在这些新项目上进一步加强

TGE 技 术， 建 设 包 括 50000 立 方 米 储

持续发展的理念，引领绿色高端化工

与海湾集团和海湾化学的长期合作。

罐在内的低温乙烯储运装置。此外，公

新未来，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

司还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

前行。

众所周知，海湾化学作为青岛董家
口经济区打造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

丹麦、韩国和日本等国外知名企业签订

群的龙头骨干企业，为经济区的发展作

了二三十项关键设备采购合同，全面提

出了突出贡献。双酚 A 项目专利技术

升装置在安全、环保、节能和循环利用

的引进，不仅是海湾化学发展史上的一

等方面的国际领先水平。

件大事，为企业升级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目前，海湾集团正在全力推进“三

R

ecently,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Haiwan Chemical Bisphenol A
Project Patent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was held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investment of the signed
bisphenol A project is 2 billion yuan and

也为经济区发展高端绿色化工新材料产

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即 2019 年实

业注入了新动能。

现销售收入 130 亿元，2022 年实现销

value is 112 million yuan. It contains four

售收入 200 亿元，2025 年实现销售收

production unit with a capacity of 300

对标高端化工 延长上下游产业链

入 300 亿元。2018 年海湾集团实现销

如今，海湾化学实现了运行管理、

售收入 109 亿元，实现利润 10.95 亿元。

配套服务、生产运行、办公场所等一体

其中，海湾化学实现销售收入 77.8 亿元，

化资源共享，在去产能、降成本、补短

实现利润 7.24 亿元，占海湾集团经济

板方面成效显著。

总量的 7 成以上，是海湾集团的龙头企

从 2010 年环保搬迁项目奠基开始，
借助此次环保搬迁的契机，海湾集团立

production units, including the cumene
thousand tons per year, the bisphenol
A production unit with a capacity of
240 thousand tons per year, the phenolacetone production unit with a capacity
of 320 thousand tons per year, and the
isopropyl alcohol production unit with
a capacity of 60 thousand tons per year.
The bisphenol A, cumene and isopropyl

业。
据了解，现阶段海湾化学聚氯乙烯、

足世界化工发展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谋

氯乙烯二期项目以及聚苯乙烯项目正加

划未来道路，实施现代化工园区集群化

快推进。2020 年聚氯乙烯、氯乙烯二

发展，培育前港后厂模式，走高端化、

期项目建成达产后，海湾化学销售收入

绿色发展之路。

将突破 100 亿元。2021 年双酚 A 项目

在此基础上，接下来的每一步，海

投产后，海湾化学年销售收入将达到

湾化学都稳扎稳打的阔步前进，按照“技

130 亿元以上。随着后续项目的落地实

术国际化、装备大型化、环境生态化、

施及产业链延伸，海湾化学 2022 年销

管理现代化”的“四化”的建设理念，

售收入将达到 140 亿元，2025 年将达

实现了园区“六个一体化”，即规划建

到 210 亿元。

设一体化、安全环保一体化、公用工程

the patent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alcohol production units are introduced
with the patent technology of BADGER
LICENSING LLC from the U.S., and the
phenol-acetone production unit is
introduced with the patent technology
of KELLOGG BROWN & ROOT LLC from
the U.S. These technologies are the
most advanced chemica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s planned to
be started in October 2019 and completed
for production in January, 2021. After
the project is put into operation, the sales
revenue will be increased by 3 billion

项目建成投产后，海湾化学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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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an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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