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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15 个攻势”首场质询会“火辣”开场

青岛文旅工作发起五大攻坚战

青岛体育工作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设

以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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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15个攻势”首场质询会“火辣”开场

4月16日下午，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推进情况质询会议在

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三楼会堂举行。这是根据中共青岛市委统一

安排，围绕“15个攻势”一年来实施情况举行的首场质询会议。

目的是通过公开质询，对攻势一年来的推进情况进行监督，督

促推动攻势更加高效有序开展。

The first Q&A of  "seeking breakthroughs on 15 fronts" 
opens in full swing

30

国际合作新平台  科创产业新机遇

5月8日至9日，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遇”为主

题的2020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隆

重举行。这是2020年青岛市首个大型会展活动，注册报名人数

近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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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遇青岛（五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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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a place of  nostalgia

70 行业博物馆，不止于情怀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

们的求知欲随之爆棚，这仿佛让博

物馆迎来了“春天”，在过程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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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已不仅是收藏、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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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服

务和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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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顺时而食，应季而补，不止是对古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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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Opportunities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国际合作新平台  科创产业新机遇

On May 8 and 9, the 2020 Qingdao ·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was held a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under the theme “New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Opportunities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The conference has one main forum and four parallel sessions held online simultaneously. The restrictions of time and 

space is no longer a barrier and the conference has attracted wider participation that is hard to realize as a solely offline 
event.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world’s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cloud 
and had virtual face-to-face and screen-to-screen dialogues for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5 月 8日至 9日，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遇”为主题的 2020 青岛 • 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这

是 2020 年青岛首个大型会展活动，注册报名人数近 10万人。

大会采用“云上峰会”形式，设置“一主四平行”5个会场，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达到了线下会场所无法达到的广泛参与度。大会期间，

来自全球投资界、产业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面对面”+“屏对屏”的方式共赴“云上之约”，激荡思维，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5 月 8 日上午，由青岛市政府主办、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遇”为主题的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图 / 王勇森）

On the morning of May 8, the 2020 Qingdao ·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hosted by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was held a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under the theme of “New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ew Opportunities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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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ing global forces to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千人同屏、万人同群、百万人在线

汇聚全球力量，助力经济复苏

文 /王宗和

1343.35 万人次线上点击观看大会视频，大会线上注册嘉宾 9.6 万人，100 余位

全球投资界、产业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云”上论道，从线下到线上“追会”

的“粉丝”不断增加……5月 8日至 9日，由青岛市政府主办的 2020 青岛·全球创

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嘉宾以“面对面”+“屏对屏”的方式共赴

“云上之约”，激荡思维，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在 5月 8日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出席大会

并作主旨演讲。山东省副省长刘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阙波，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分别致辞，中共青岛市

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主持开幕式。

千人同屏、万人同群、百万人在线，来自全球投资界、产业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面对面”+“屏对屏”的方式共赴“云上之约”，激荡思维，
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图片提供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组委会）

With 1000 people on the same screen, 10,000 people in the same group and 1 million people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experts,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the world’s investment,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cloud and had virtual face-to-face and 
screen-to-screen dialogues for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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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界的精英人士用互联网的方式

莅临大会且共商大计。海尔集团董事

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国民

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会副会长樊纲，2011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托马斯·萨金特，Plug and Play 首席

法务官、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马克·斯

坦纳等国内外创投行业领军人物、

行业知名学者作了主题演讲，他们围

绕全球经济、资本市场，特别是创

投风投市场展开深层且务实的讨论，

高屋建瓴地解读政策前沿、探索价值

投资、展望市场未来、共议经济复苏。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

会开启“云上峰会”这一新模式，“千

人同屏、万人同群、百万人在线”，这

不仅是特殊时期的一个响应方案，打造

一个线上大会解决方案的创新案例，在

融媒体时代来临之际，积极应用 5G 技

术与互联网手段，探索平台化传播与市

场化对接的可能性，成为实践创新精神

的一次有益探索。

加快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

片区的改革创新，有力支持青岛推动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建设，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

平台助力。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

会为期 2 天，设置 1 个主会场、4 个平

行分会场，近 30 家网络直播平台对大

会进行全程直播。大会依托互联网平

台与融媒体方式，汇聚全球视野与专

业眼光，系列活动通过主题演讲、圆

桌论坛、榜单发布、颁奖典礼、人物

专访、政策解读等板块环节，用不同

的方式解构与剖析疫情后全球经济形

态下，如何发掘创新动能，实现资本

加速与经济复兴。丰富的活动搭建起

覆盖投资机构、企业、企服平台、媒

体等各方力量的开放式对话平台，厘

清行业趋势，探讨市场方向，协同政

府实现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高效对接。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

大会延续前一届大会的顶层智库优

势，邀约百余位全球学界、产业界、

刘强在致辞中代表省政府对大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形势下，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

会以网络形式召开，充分体现了山东和

青岛崇尚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和实际行动。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

业体系中，创投风投是一支重要的、不

可或缺的力量，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技

术扩散体系中，创投风投能够起到不可

替代的作用，真诚欢迎海内外的投资家

关注山东的成长，与我们一起共同分享

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洪磊在致辞中对青岛创投风投展

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表示祝贺。他说，

近年来，青岛抓住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

机遇，积极整合全球资源，着力推动创

新创业创投成长，发展新经济，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金融展现

出勃勃生机。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是优化

经济结构、推动创新增长的重要力量，

是促进创新资本金形成的重要工具。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一如既往地全

力支持青岛发展，共同推动私募股权创

投基金发展。

薛庆国、祝华、孙立杰、刘建军、

张锡君、李众民、周安出席会议。

大会还举行了创投风投支持工业

互联网发展联盟成立仪式，中共山东省

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与海尔集

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共同

为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揭

牌，并为首批10家联盟会员单位授牌。

会上，发布了《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

白皮书（2020）》。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

会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

遇”为主题，进一步推动科创产业萌生

和崛起，研究探索新一轮投资风口，为

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蓬勃兴起积蓄力量；

13.4335 million people 
watched the video of 
the conference online, 

96,000 guests registe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l ine,  over 
1 0 0  e x p e r t s ,  s c h o l a r s  a n d 
entrepreneurs from the world’s 
inves tment ,  indus t r i a l  and 
academic circles held discussions 
on the cloud, the number of fans 
of the conference both offline and 
online continues to rise...On May 8 
and 9, the 2020 Qingdao·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hosted by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was held at Qingd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The participants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cloud and had virtual 
face-to-face and screen-to-screen 
dialogue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eld on 

May 8,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Liu Qiang, Vice Governor of 
Shandong Province, Hong Lei, Party 
Secretary and President of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Que Bo,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Li Hui,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ll 
delivered speeches. Meng Fanli,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Mayor of Qingdao City modera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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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gave a keynote speech

王清宪 : 
青岛是成全四海不畏风险的智者成长成功的热带雨林

2020年，对全世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甚至可能，在人类文明史上，这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漫卷全球，打破了我们的生活秩序，打破了我们的社会秩序，打破了我们的经

济秩序，正在真切地改变着世界的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如期以网络

的形式召开。我要说，世界在变，青岛建设世界创投风投中心的心不变！今天的大会，有来自国内外的

10万嘉宾注册报名，当然，在线的参会者约在百万以上。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出席大会并作主旨演讲。（图片提供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组委会）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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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降准 1%、下调金融机构超额存

款准备金利率、推进创业板改革增

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能力、出

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努力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3 月，中国经济指标降幅已出

现明显好转，尤其是工业降幅急剧

收窄，经济社会呈现了快速复苏的

积极趋势。有经济学家预估，中国

经济将在二季度强势回弹。中国美

国商会近期的调查也显示，不仅没

有几家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反而，

不少外资企业将按原计划加大在华

投资力度，这个比例高达 40%。所

有的一切都在证明，中国超大市场

规模的强大吸引力没有衰减，中国

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

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更突显优势。

任何深刻的变革与变动都是机

会，但也必然意味着承受与担当。变

革的过程就是承受的过程，变革中的

坚毅就是担当。巨大的变革正在进行

中，有人说，目前世界面临的经济形

势，是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以来最严峻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

在心理上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对于

企业家来讲尤其如此。我们在努力地

度过冬天，这个过程正是我们修炼自

身功夫的好时节。这不只是对企业家

来说的，这是对全民族每一个人说

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份承受、

坚毅与担当。一个民族走向伟大的复

兴，这种承受、坚毅与担当是必然的，

也是必须的。唯有如此，才能够昭

示出一个民族深沉内在的强大力量，

也只有这种力量，才更能彰显我们这

个民族的强大自信。

新者的机会，变化是后来者的机会。

作为世界经济之网的极其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与世界是相互依存关系，

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每

年贡献了超过 35% 的全球制造业总

产出，有着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和韧性十足的经济稳定度。在当前世

界市场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正通

过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

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对冲疫情影响，

以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手

段带动产业链复苏、拉动内需。中国

本身庞大的市场需求，既是对国内生

产的需求，也是对国际生产的需求，

自然也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大好

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产业链

与中国“脱钩”和“去中国化”的鼓噪，

确实显得过于感情用事，有失冷静。

不管这种不良情绪的动因是什么，但

终究是一种情绪罢了，世界绝不会

因此而失去理性。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青岛

是一个有开放基因的城市，越是在开

放之中，我们更加体会到：中国始终

希望世界好，因为世界好中国就好，

中国好世界就会更好！

的确，今年一季度，疫情对于

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中国经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负增长，

在抗击疫情中付出了必要的也是不

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与此同时，也

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展

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中国正在用进

一步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进一

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克服疫情带来

的冲击，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激发

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保持经

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近两个月以

来，中国政府先后宣布对中小银行

共同的利益追求才是
世界秩序重构的主导力量

疫情以来，人们都在谈论，全球

化会终结吗？看到眼前的纷繁变故，

这是一份疑惑，这也是一份担心。要

问全球化会不会终结，首先要看全球

化是怎么产生的。全球化是由生产力

发展的内生力量推动，为了更高的效

率和利益而产生的，是由现代科学技

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推动的，

是经济的本性和规律所决定的，而

不是由谁的主观意志或好恶所主导。

因此，也没有谁能够主导逆全球化，

不管那些人的动机如何，手段如何，

在浩荡的潮流面前，一切人为的障

碍都会被潮流所摧垮。在变动面前，

全球化也许会改变它的模式和模样，

也许会遇到暂时的曲折，但绝不会是

全球化的终结，我们以为，这也许正

是一个全球化的新起点！

中国有一句话叫“抽刀断水水

更流”，就是说，水不是用刀能切得

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意义

上说，就是人类利益共同体。世界

的秩序从来都是由共同利益引导的，

也因共同利益的调整而重构，自私与

偏见绝不可能成为主导世界重构的

力量，也不会有谁为了迎合某些人的

自私与偏见而以自己的利益做代价。

在这个信息、网络已经把世界、工厂、

车间、人通过数字空间连接在一起的

时代，人们更容易在共同利益的追求

中形成合作共识，而不是任由偏见与

自私的蛊惑引发对抗。

在全球化遇到曲折的当下，谁

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利益，谁就会受

到更多的欢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

产业链加速重构，资本链必然也会跟

着产业创新重构而重构。危困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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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创投风投业折射出
中国资本市场的活跃

看见未来才能走向未来。创投

风投人就是看见未来投资未来的人。

这次会议，吸引了近 10 万人网上注

册报名，充分说明了国内国际资本对

青岛未来发展的信心，自然也是对中

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今天，这么多的

创投风投人愿意把视线聚焦青岛，我

想一定也是因为大家从青岛的发展，

看到了青岛未来作为中国乃至全球

创投风投中心的喜人的模样。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

赋予了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山东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国之重任，要求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青岛提升核心城

市竞争力、发挥港口门户城市优势，

发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中的龙头作用，这一切，

让青岛站在了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围绕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我们坚持以开放促进创新、

以创新倒逼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出不少亮点。特别是 2019 年 5 月 9

日举办首届全球（青岛）创投风投大

会之后，青岛的创投风投异军突起，

我们以资本之水激荡城市发展的“大

江大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达到了 21.6%，创近 7 年新高，位列

中国 35 个大城市第一位，其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26.5%，高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 101.8%，科技领域相

关投资增长 133.5%；在建投资项目

是 2018 年的 1.5 倍，新开工项目是

2018 年 的 1.9 倍。2019 年， 青 岛 金

融领域“双招双引”达 153.4 亿元，

规模稳居山东第一，其中青岛创投风

投从省外引进资本 89.7 亿元，占比

58.5%；全市通过创投风投机构引进

高端新兴产业项目近 100 个。创投风

投为这座城市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是

资本，还有意识、观念、氛围……从

政府各部门到企业家们，认知资本、

善用资本、借力资本的意识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青岛企业家纷纷用资

本的力量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2019 年，青岛新增上市公司 9

家，数量为历年之最，上市公司总数

达 51 家，居全国第 6 位。特别是全

球创投风投大会以来，我们推出了国

内创投风投行业最系统、最有力的“青

岛创投风投十条”及实施细则，设立

了总规模 500 亿元、首期规模 120 亿

元的青岛科创母基金，并且启用全球

（青岛）创投风投中心大厦。在一揽

子政策的扶持下，2019 年青岛在中

基协备案的私募基金 553 只，同比增

长 33.6%，高于全国 24.1 个百分点；

基金管理规模 821.2 亿元，同比增长

28.3%，高于全国 20.8 个百分点；特

别是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到 271

家，同比增长 14.8%，大大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增速居全国第一位。与青

岛对接的创投风投机构的层次也越来

越高，这其中不仅包括中航资本、中

车资本、国家电投等大型央企，也包

括鼎晖资本、前海方舟、华控资本、

云月资本这样的头部创投机构。截

至今年一季度，在中基协备案并注册

在青岛的创投风投基金达到 454 只，

同比增长 52.3%，基金管理规模达到

1009 亿元，同比增长了 33.5%。2019

年 11 月开始，我们联合众多的金融

机构对万名企业家进行资本市场知识

培训，更多的企业热情拥抱资本市场。

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我们就

拿下 4 张含金量十足的金融牌照。

2019 年 9 月，光大理财公司落户青

岛，让青岛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

之后，又一个拥有理财公司的城市，

到今年 4 月上旬，光大理财的产品规

模已经接近 9000 亿。2019 年 12 月，

意才基金销售牌照发放，让青岛拿

到 2017 年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

外开放后第一个获批的外资基金销

售牌照。今年一季度，青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复，成为

全国第 6 家获批的城商行理财公司；

兴华公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中国

证监会正式批复，成为山东第一家公

募基金；实缴资本 20 亿元的鲁花道

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青岛上市公司市值增速为全国第一，

更是成为资本市场瞩目的标志性事

件。此外，我们与欧洲、美国、日韩、

东南亚、俄罗斯等国际创投机构的

合作也日益紧密，真芯、中天合盛

等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项目接踵而至，

这些基金的投资方向，将主要聚焦现

代海洋、现代物流、医养健康等特色

产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新兴未来产业。今年，

我们将围绕这些产业，鼓励有实力的

企业提出构建新兴产业链的创新创

意想法，努力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

资支持，在不同层面上培育一批科技

创新型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

资本是市场最精准的风向标。

在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今

年一季度，青岛的投资实现正增长，

达到 2.7%，高于全国 18.8 个百分点，

通过网络视频签约项目 429 个、总投

资达到 5591.5 亿元，其中 5 亿元以

上项目 113 个、同比增长 22.8%；实

际使用外资 101.4 亿元人民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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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总量占全省比重达到 46%，

占 全 国 比 重 达 到 4.6%， 创 历 史 新

高。特别是，我们的工业投资实现了

40.1% 的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增长 79.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72.1%，科技领域投资增长 101.7%。

在民间投资方面，一季度青岛民间投

资增长了 21.7%，比 2019 年全年的

20.9% 还高了 0.8 个百分点，其中工

业民间投资更是增长了 60.7%，在疫

情影响下跑出了真正的黑马速度！

今年一季度，青岛本外币存贷款增量

首次双双突破千亿元，创出历史新

高，其中许多资金流向了高新制造业

和工业企业。

我原本想给大家说说青岛的投资

环境不断改善情况，可是，用这些数据

说明投资人对青岛的看好，不是比我

的空泛推介更让大家信服和踏实吗？

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必会成全更多的创投风投人

重大的危困必然孕育重大的机

遇，无论是对于投资人还是创业者，

都是如此。在疫情的冲击下，既有的

产业链、供应链、市场格局发生变动

重构，在重构新秩序的过程中，必然

会催生很多新组合、新需求、新模式，

更需要有一种能够对接供求关系、整

合上下游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的平

台，为产业、企业搭台赋能。同时，

疫情带来的劳动力、生产资料供应短

缺等问题，让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

信息化、数字化改造的需求更为迫

切。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加快 5G 网络、大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把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

优，推进 5G、物联网、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疫情

的倒逼之下，互联网加快迈进了新

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叫“工业互联

网”。错失了信息化，没抓住消费互

联网的青岛，今天已经迈出了坚定而

坚实的行动的脚步——打造世界工

业互联网之都！

有人会问，青岛的底气从何而

来？首先在于青岛制造业的场景齐

全。不同于只需依靠供货渠道和物流

体系的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门

槛要高得多，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厂

房、有设备、有工人、有技术的工业

企业和产业链。因此，工业互联网必

定要依托工业实力雄厚、应用场景丰

富的制造业场景。青岛作为以制造业

而闻名的城市，拥有结构完备的工业

体系，涵盖全部 41 个工业门类中的

36 个，是国家第一批 5G 试点城市、

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城市，5G 基站开

通数量占山东省的 50% 以上，已聚

集人工智能骨干企业近 100 家。目前，

青岛海尔集团的卡奥斯平台，已成

长为比肩美国通用电气和德国西门

子的全球三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

聚集了 3.4 亿用户和 390 多万家生态

资源，在工信部发布的 2019 年跨行

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中高居榜

首。在世界四大国际标准化组织中，

有 3 家授权海尔卡奥斯平台牵头制定

大规模定制模式和工业互联网相关

世界标准。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的打造，

必将引来更多的产业新要素，促进更

多要素之间的互动耦合，为创投风投

基金开拓广阔的投资领域和项目源。

2019 年开始，特别是今年以来，围

绕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上游的传感器、

芯片、云存储，中游的云计算、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末端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中的区块链等各个产业层次，青岛

已经集聚了华为、腾讯、商汤科技、

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图 / 吕建军）

Qingdao is working to build the world’s city of Industrial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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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ingxian pointed 
out in his keynote 
s p e e c h  t h a t  t h e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swept the world off its feet and 
disrupted our normal life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s of the 
world. Despite all the changes 
go ing  on  in  today ’ s  wor ld , 
Qingdao’s determination to build 
a global venture capital remains 
unchanged.

 “One must see the future 
be fore  head ing  towards  i t . 
Venture  cap i ta l i s t s  a re  the 
people who can see the future 
and invest in it .” says Wang 
Qingxian. Since 2019, Qingdao 
has been earnestly implementing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Q ingdao .  I n  pa r t i cu l a r , 
after the first Global (Qingdao) 
Venture Capital  Conference, 
venture capital emerged strong 
and fast in Qingdao, so that 

we can leverage the capital for 
ambitious urban development. 
In 2019, the number of PE fund 
managers of Qingdao witnessed 
the fastest  growth in China 
as Qingdao is stepping up the 
efforts to build a world venture 
capital center.  

W a n g  Q i n g x i a n  s a y s  t h e 
pandemic has fast-forwar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to a new phase featuring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Qingdao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nd rich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is  building itself  into a 
global City of Industrial Internet 
ba sed  on  the  A I  Indus t r i a l 
Community  and the  Haier ’ s 
COSMOPlat. In the process of its 
own development, it will attract 
more new elements and enhance 
the interplay among them, and 
catalyze new investment areas 
and projects for venture capital 
funds. Qingdao deems business 

l eaders ,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teams as the 
most valuable talents and will 
roll out a series of incentives 
suppor t ing  innova t 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nect 
the innovators and start-ups in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ecosystem 
of Qingdao with the venture 
capital community.      

   Wang Qingxian concluded 
that Qingdao is a youthful city,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and a 
unicorn city. It offers a platform 
which gathers innovato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It  offers a rainforest-
like ecosystem where the wise 
and the brave can thrive and 
succeed. Qingdao is eager to 
see more venture capitalists to 
invest in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ecological chain projects and 
work together with Qingdao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City of 
Industrial Internet. 

科大讯飞、富士康、京东方等一大批

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头部企业，以此带

动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传感

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条发展，

并正在积极引进和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医养健康等产业集群，

与风险投资一起追逐最热的产业、培

育最完整的生态链。2019 年，为打

造以工业互联网为主题的创新创业

热土，我们与华为、腾讯、科大讯飞、

商汤科技、海康威视等全国人工智能

领域 15 家头部企业组成了人工智能

产业共同体，共同在青岛开展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创业培训，加快引

进和培养一大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领域的高端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促

进全球顶级科研机构及人才团队间

的合作。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就将分

批公布 3000 家企业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技术改造项目，希望更多的企

业和资本带着方案积极参与、共享企

业技术改造场景。在青岛人的眼里，

企业家、创业者、创业团队是最宝贵

的人才，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

策，我们将继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创新

创业的政策，让更多青岛工业互联网

生态中的创业人才、创业项目，对接

创投风投资本，以求相得益彰之效。

时代给了青岛机会，可以说天

地同力。如果说信息技术制造成就了

深圳，消费互联网成就了杭州，我

要说，工业互联网成就的必是青岛，

当然还有，那就是来青岛投资工业互

联网生态链项目的创投风投人。

世界在变化，变化在每分每秒

之间。我们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这个变局让我们充满想象、充

满好奇、充满期待！这个变局也激

发我们创意创新创造。这不正是创

投风投人的天性与品格吗？我们每

一个人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都有自己

的担当，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和我们的民族一起走在伟大复兴的

路上所能体会的最大的幸运、幸福

与荣光！

青岛是一座青春之岛，是一个

正在创业的城市，是城市中的独角

兽；青岛是一个平台，一个汇聚天下

创新创业者的平台；青岛是一个生

态，是成全四海不畏风险的智者成长

成功的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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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us gather together on cloud-Qingdao to discuss the future

大咖云聚青岛共议未来

文 /王宗和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是 2020 年青岛举办的首个大型会展活动，注册报

名人数近 10万人。大会采用“云上峰会”形式，“一主四平行”5个会场更是打破了空间

和时间的界限，达到了线下会场所无法达到的广泛参与度。

从 5月 8日上午 9时大会伊始，各大直播平台便涌入众多网友，等待着大咖们带来一

场“头脑风暴”，近百位全球学界、产业界、投资界的精英人士不负众望，围绕全球经济、

资本市场，特别是创投风投市场展开深层且务实的讨论，高屋建瓴地解读政策前沿、探索价

值投资、展望市场未来、共议经济复苏。截至当天下午 17时，近 30 家直播平台的在线观

看人次达到 743.3 万。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做主题演讲。
Zhang Ruimin,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CEO of Haier Group, delivered a themed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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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为打造“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创造新增长引擎

“新增长引擎，既是风投创投投

资的方向和目标，也是青岛成为全世

界‘工业互联网之都’的核心和动力。”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

瑞敏发表了题为“以人单合一模式创

物联网时代新增长引擎”的主题演讲，

他提出经济发展的“三新”——新思

维、新引擎、新驱动轮，而这“三新”

的核心是“新增长引擎”，基础就是

“新模式”——人单合一模式。

张瑞敏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因缺少新技术、

新发明，从而增长引擎有限，经济增

长难以持续。因此，一定要转变为物

联网的思维，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

引擎。如何创出物联网新引擎？“海

尔的探索是，不停留在产品上，也不

停留在行业上，因为产品一定会被场

景替代，行业一定会被生态覆盖。”

张瑞敏表示，“用户的体验会不断

升级，不可能只聚焦在某一个产品、

某一个行业，很多的行业要联合起来

满足用户的体验需求，所有的行业会

被用户所需要的体验生态覆盖。”

张瑞敏介绍，新引擎以场景品

牌和生态品牌为主导，场景品牌即

自涌现出体验迭代的新组合，生态

品牌即自涌现出共同进化的新物种，

迭代的高端品牌是新引擎的基础。

“怎样去实现新增长引擎的目标？我

们提出了新模式引领下的驱动轮。”

张瑞敏解释，新模式就是“人单合一”

模式，企业、员工和用户体验连接在

一起，员工的价值就体现在为用户创

造的价值之上，给用户创造的价值更

多，自己也会得到的越多。目前，人

单合一越来越被全球的企业所认可；

“驱动轮”是指链群合约基础上的“体

验云众播”和“卡奥斯”，“体验云”

更多的是聚焦在场景，“卡奥斯”则

是聚焦生态。

同时，张瑞敏认为，海尔倾力

打造的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

可以为来青岛涉足工业互联网的目

标企业，提供百变、个性化的工业应

用场景，是青岛谋求新目标的重要依

仗。并希望海尔尽快成为全球首个

物联网生态系统的领先者、引领者，

为青岛成为“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努力奋斗。

托马斯·萨金特：
重申“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

开启后疫情时代机遇
因为疫情原因未能到达现场的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

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以

“2020 未来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金

融挑战与机遇”为题，在大洋彼岸的

家里为与会嘉宾带来了一堂诺贝尔

奖级别的“网课”。

他表示，依照优化经济学——

流行病学模型，及时采取最明智的

公共政策，这一轮全世界范围的大

萧条也不可避免。当前的全球经济

发展局势在很多重要的细节上，都

存在不确定性。这给政府公职人员

和企业家都带来挑战和机遇。他以

“战争”作为一个不甚完美的类比

来比喻这次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疫情“战争”需要政府发行债券和

货币弥补赤字、加强资源控制和分

配，也会加大发明和科技创新的激

励措施，往往更会带来意想不到的

“惊喜”。比如，在 1665 年伦敦大

瘟疫期间，艾萨克·牛顿被迫从剑

桥大学停学两年，在农场学习时却

发现了经典光学、万有引力定律、

微积分等如今广为使用的科学理论。

危中寻机，中国将面临哪些金

融和经济机遇？托马斯·萨金特举了

一些例子。比如，中国可以从重申“一

带一路”倡议中发掘机会，可以建立

更加完备的风险共担机制，可以优

化新的储备货币，可以通过移动信

息技术加强社会流动性信息的收集，

可以创新金融衍生品。

马克·斯坦纳：
深耕垂直领域展开加速计划

作 为 全 球 最 活 跃 投 资 孵 化 机

构 之 一， 硅 谷 孵 化 器 Plug and Play

（PNP） 投 资 超 过 6000 家 创 业 公

司，PayPal、Google、LendingClub、

Dropbox、Logitech 等市值超百亿美元

的明星企业背后都有 PNP 的助力。

在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

会上，PNP 首席法务官（硅谷总部）、

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马克·斯坦纳分享

了硅谷创新生态及投资新趋势。

作为全球成立最早、规模最大、

全球化布局最广的孵化器之一，PNP

有着相当成熟的孵化模式。马克·斯

坦 纳 介 绍， 自 1998 年 成 立 以 来，

PNP 在独角兽孵化中搭建的是为创

新而生的生态，通过健全的数据库体

系和资本、资源的汇聚，为创业公司

提供创新咨询、创业加速、创业投资

等一站式创业服务。通过投资孵化，

PNP 平台上聚合了全球 300 多家顶

尖风险投资机构和丰富的硅谷行业

资源，到目前为止为平台上的创业

公司已募资超过 70 亿美元。在过去

5 年多的时间里，PNP 的触角已经延

伸到全球，其中包括很多中国城市。

马克·斯坦纳坦言，中美在孵

化模式上存在差异，比如股权激励机

制等方面。但 PNP 一直坚持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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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模式就是深耕垂直领域，展开

加速计划，让技术和应用场景在这

些垂直领域中灵活转换。从行业看，

PNP 的投资涉猎广泛，包括品牌零售、

金融科技、保险科技、健康、物联网、

能源、食品、移动出行、地产科技、

供应链、新材料等领域。智慧城市、

可持续发展和传媒广告则是 PNP 新

晋的投资方向。

王燕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
化、智能化改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与供

给两个方面冲击世界经济，私募基金

将如何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丝路基金总经理王燕之以“过来人”

的身份娓娓道来。

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主题演讲中，王燕之指

出，私募基金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选择直接投

资项目，例如丝路基金投资海尔在

德国中欧交易所公开上市项目，也

可以投资支持工程制造、信息技术、

医疗科技等多样化创新领域，推动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创新，

例如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共同

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提供全链条

金融产品线，可满足处于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

谈到“拓新”，王燕之表示，

私募基金要加大对新企业支持力度。

比如在支持新机械互联互通方面，

他讲道，当前中国提出适应新形势

要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而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互联互通，

同样需要加大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信息化、智

能化改造，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

“新鲜血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樊纲做主题演讲。

Fan G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Society of 

Economic Reform, delivered a themed speech.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做主题演讲。

Thomas Sargent,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delivered a themed speech.

PNP 首席法务官、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马克·斯坦纳做主题演讲。

Marc Steiner, Plug and Play's General Counsel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China Region, delivered a 

themed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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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私募基金应如何前行？

王燕之指出，未来私募基金应始终秉

持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开展更

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的融资合作，高质

量的投资驱动创新创业，支持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广泛应用创新技术。

盛希泰 : 青岛已经成为创投风
投的热点城市

这次疫情是危机，于中国而言

也蕴藏着机遇，因此要重视中国巨大

的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洪泰基

金创始人、洪泰集团董事长盛希泰以

“超级黑天鹅事件下的中国化解危机

的破局之道”为题，与众人分享了“经

济在哪儿的困局”“中国存在复苏比

较大的机遇、资本助力下的创新创

业是经济破壁发展的催化剂”和“创

投风投打造先进强市”四方面内容。

盛希泰认为，聚集高新产业的

“催化剂”与创投风投活跃度息息相

关。“过去 10 年中国南北差异越来

越大，其中江苏、浙江、广东、上海

基本会占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半壁江

山，整个 A 股的 60%，其中创投风

投活跃程度也是跟这个数据相关的，

这种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在他看来，

创投和风投是投资未来企业，这种活

跃度预示着区域之间竞争的分水岭，

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拉动，这两个因素

叠加，会使得南北差距越来越大。

盛希泰认为青岛的发展对中国北

方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自 2019 年第

一届创投风投大会以来，青岛已具备

了创投风投的天时、地利、人和。他

表示，青岛是中国北方最有潜力的城

市，青岛经济承载的体量对长江以北

的战略意义非常大，青岛 GDP 也跨

过了 1 万亿，很多其他数据在全国也

是名列前茅，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高

新技术投资等等，在过去的发展应该

是不负重望，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

青岛拥有着潜力、希望和未来。这一

年的时间，青岛的发展创投风投成果

是非常显著的，青岛已经成为创投风

投的热点城市，青岛创投风投大会正

在成为一个抓手，实现人流、信息流、

资金流和项目流的统一。“我希望创

投风投界关注青岛，因为青岛具备天

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政府的重视态

度就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天时，加上青

岛作为中国北方核心城市的地位和开

放的城市心态，可以说青岛具备了天

时、地利、人和。”

甘剑平：人机交互带来新的投
资机会

从事风投创投行业 20 年，一直

专注互联网和消费的渶策资本创始

合伙人甘剑平带来了“人工智能领域

的投资视点”，与众人分享他对于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看法。

甘剑平表示，人工智能的很多

洪泰基金创始人、洪泰集团董事长盛希泰做主题演讲。

Sheng Xitai, founder of Hongtai Aplus and Chairman of Hongtai Group, delivered a themed speech.

嘉宾以“面对面”+“屏对屏”的方式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The participants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cloud and had virtual face-to-face and screen-to-screen 

dialogue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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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经在很多商业领域得到了非

常完备的应用，“人脸识别的技术在

手机上可以用人脸识别来解锁；在银

行、通信业都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作

为一个密码；在安防行业，我想大

家也都听说我们的公安系统在很多

大型场合下通过人脸识别的技术抓

到了很多的逃犯。”当然，AI 人工

智能除了在人脸识别领域得到应用，

在文字处理和数据处理中也得到广

泛应用，“现在有很多公司会用人工

智能去研究上市公司的年报或者是

季报，把很多重要的数据提取出来，

根据这些数据能够产生很多帮助金

融从业人员做决策的工具或者模块；

也有很多对冲基金应用了数据化的

手段来做股票，美国有很多对冲基金

已经把大数据运用到了炒股的领域，

业绩也是非常好的。”

人工智能在医学方面也得到了

充分发展，“一个专业的医学医生

每天要看几十张甚至上百张 X 光片，

从早上看到晚上，可能眼睛也会很疲

劳、也会容易出错，但是机器通过大

数据和数据分析，它能越来越多把一

些基本的疾病，像肿瘤等等能够不错

的判断出来。”甘剑平介绍，在最近

的疫情中，也有很多读片或读 X 光

片的技术得到了应用，基本上能够很

快把很多病情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

读出来。“在某些领域当中，这样技

术的精准率已经达到 95%，甚至于

更高的精准率。另外，最近几年机器

人做手术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运用，

全球应该已经有上千台这样的机器，

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术每年能够做上

百万。”

甘剑平表示，通过互联网等载

体，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产业进行

升级和改造。这一点，与青岛打造

工业互联网之都的方向不谋而合。

他认为，这个升级的过程会“淘汰”

旧行业，也会催生新行业。

宁咏：在“一带一路”融资合
作中扩大股权投资的比例

此次疫情对全球的经济贸易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和“一带

一路”国家的经济贸易仍然保持了稳

定，海关的数据显示，2020 年的一

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同比下降

6.4%，但是其中欧盟、美国和日本

的贸易总额分别下降 10.4%、18.3%

和 8.1%。同时，中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在一季度增长

了 3.2%，也从一个角度展现了“一

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沿线国家合作

的内在动力和强大的韧性。中国进

出口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

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董事长宁咏分享

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框

架内的金融合作的世界，以及新形势

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

宁咏指出，自“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推

动建设“一带一路”方面进行了有

益实践。他将其归为 4 个方面：一

是坚定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经贸投资往来；二是以重大项目

为抓手，促进互联互通；三是拓展同

业合作，构建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

四是优化金融合作金融产品的组合，

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已

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国际

合作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新的

形势下，‘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也

面临着新的挑战。”宁咏指出，建设

资金供需缺口问题、东道国的融资偏

好与承载能力问题、股权融资结构

问题、参与建设主体问题等都是“一

带一路”的金融合作在新形势下面临

的新挑战。据此，他提出几点建议，

要积极调整金融支持的结构，扩大股

权投资在“一带一路”融资合作中

的比例，同时要多方吸引建设资金，

推动形成利益共同体，也要注重发

挥投贷结合的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

放大支持的效果，并鼓励金融创新，

增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徐林：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以“发挥创投资本对绿色转

型发展的推动作用”为题的演讲中，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提到，绿色

发展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绿色低碳发展，并上升到了生态文明

高度。在推进节能减排、环境治理、

生态修复、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

色消费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投入，取

得了积极成效，绿色需求和绿色供给

的互动正在形成。尽管如此，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仍然面

临一些严重的瓶颈制约。”徐林认为，

最突出的瓶颈制约就是绿色技术创

新不足。“由于绿色技术水平不高，

企业提供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成本过

高，这使得企业的绿色生产和居民

的绿色消费等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都要靠有限的政府补贴才能持续生

存下去。”

徐林认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绿

色转型发展，在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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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积极行动和政策。国家发改委等有关

部门出台了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引领、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技术推广目

录、绿色技术与装备淘汰目录等政府

引导文件，重在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

向，推动技术装备绿色升级，鼓励和

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和绿

色创新。但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绿色

技术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国内绿色

转型发展的要求。这与绿色技术研发

的公共支出和投资严重不足，绿色金

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没有

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仍然面

临融资瓶颈制约高度相关。他进一步

分析了主要原因并提出建议。

张磊：同质化导致投资公司平庸
“创投风投公司被称为‘企业

家背后的企业家，创业者背后的创业

者’。一个投资管理公司只有发展好

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它的投资人，

更好地帮助被投企业，扶持实体经济

的发展和转型。”兴华基金拟任总经

理张磊以“差异化是投资管理公司的

生存之道”为题发表演讲。

张磊介绍，全球资产管理业是

一个拥有超过 80 万亿美元的大市场，

目前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有 3 种类型，

除了百货店和专卖店，剩下大量的都

属于第三类——同质化公司，这些平

庸的公司又是投资管理公司的常态。

既然同质化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为什

么很多的投资管理公司还选择了这

种模式呢？张磊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公司治理和战略思考上的懒惰。

“从中长期看，绝对收益要比

较高、相对收益排名要比较靠前、

稳定性要可持续、产品风险收益特

征要满足客户需求，这是理财产品

质量好的主要体现。产品质量要好，

核心是投资管理能力，而投资管理

能力的核心是信息的获取和加工能

力。只有具有超越同行的信息获取和

加工能力才能满足投资者需要，创

造超额收益，战胜市场，战胜同行，

你的产品质量才变得优质，才能逐

渐建立品牌的公信力。”张磊认为，

这种超额收益 80% 可以归因于信息

获取能力，20% 可以归因于信息加

工能力。于是，获得超额收益的关键

就变成了拥有不一样的信息获取和

加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当

中胜出。只有那些差异化的聚焦在

某一个细分资产类别的公司，才能够

逐渐建立自己比较顺畅的信息获取

渠道，并最终获得信息的获取优势。

并且通过长期积累，不断培养和迭

代投资团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系统，

通过超额研究获取超额收益，最终获

得可持续的业绩，培养出自己的核心

投资管理能力。

刘晓曙：发展工业互联网要建
设好平台

青岛正在致力于打造“世界工业

互联网之都”，既有的金融体系能否

满足要求，是否建构新的金融支持体

系，如果需要建设什么样的金融支持

体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

以“建设新金融支持体系打造世界工

业互联网之都”为题与众人交流。

在刘晓曙看来，工业互联网的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特别是在设备管

理服务、生产过程管理、企业运营管

理等方面，工业互联网产业目前正成

为国民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领域与

职业，2019 年以占 GDP2.2% 的比重

为 GDP 增长贡献了 9.9%，预计 2020

年将以不到 3% 的 GDP 占比为 GDP

增长贡献超过 10%。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建

设好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

平台可分为边缘层、ISS 层、工业平

台层、工业应用层等，工业互联网

平台产业链设计多层次、多领域的

主体，在产业链上游，云计算、数

据采集和集成分析、管理、边缘计

算等为平台提供了支撑，中游目前

有装备自动化、工业制造、信息通

讯技术、工业软件等企业平台。在

下游，以领域用户和第三方开发者

为主，通过应用部署与创新不断为

平台注入新的价值。”刘晓曙表示，

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所涉及的技术，

除了工业 ISS 层技术相对成熟外，其

它 3 层都处在技术前沿，技术在不

断的创新。“无论中外都面临着技

术挑战，但相较之下我们面临的压

力更大，这些领域的企业发展面临

较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

险，按照最优金融机构理论，与它相

似的金融知识体系是创投风投为主，

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不同层次、不同环

节的创业公司提供融资与融质服务，

以财政资金做引导，设立工业互联

网产业基金，一部分吸引社会资本

进驻，定向支持工业互联网重点项

目建设和初创期、成长期企业发展。

一部分作为平台建设做升级改造补

助基金。”刘晓曙认为，以商业银

行为辅导，一方面做好供应链金融，

另一方面接入互联网平台，基于平

台数据精准对接工业互联网产业下

游具有应用场景的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有效降低

信息不对称程度，破解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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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危机背后有转机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之

下，新东方将 200 多万学生以及 4 万

多名老师全部变成在线教学。疫情过

后，这种方式将何去何从？ 2020 青

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上，洪

泰基金创始人、新东方创始人俞敏

洪以“疫情后的教育领域投资机会”

为题发表演讲。

俞敏洪表示，这次疫情给很多

的机构、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危机，但

是很多产业机构包括中小机构和一

些大机构在危机中只看到了危险并

忙于应付危险，并没有去利用危机去

想未来到底应该做什么、还有什么样

的机会。“尽管新东方的整体收入比

预期下降了 10% 左右，但因为转变

了模式，实际上新东方是所有培训机

构在全中国损失最少的，尤其是基

于地面的培训机构。”在应对疫情

的过程中，俞敏洪所看到的是未来，

由于习惯于在遇到危机时去思考其

中会有怎样的机会，使得俞敏洪明确

看到了机会。

他认为第一个机会就是地面教

育再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地面教育，这

次疫情以比较特殊的方式，只用了

很短的时间就让全国的家长、学生

和老师习惯了或者说熟悉了在线教

育。“这本来应该是 5 年能完成的，

整个教育系统对于在线教育的熟悉

只用了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再次证明了任何一个危险都可能是

促使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俞敏

洪认为，疫情可能对于教育领域的发

展几乎是独一无二。他表示，未来

学生会回到地面学习，而且会更加积

极回到地面学习，因为家长在这 3 个

月时间里终于意识到在教学环境中

一定要与老师面对面，这样的模式才

是既省事又有效果的。俞敏洪预测，

未来地面教学会逐步发展但是会向

大机构集中，大机构的教学质量和教

学流程更加有保障，未来会在地面教

育中形成更大的机构，这类机构反而

还会增长。

牛奎光：数字化带来了机会
IDG 资本合伙人牛奎光发表了

“抓住中国数字化创新机遇”的主题

演讲。作为青岛人，牛奎光表示看

到家乡近年来的锐意进取很是欣慰。

“中国的数字化环境在全球范围内

是最大最好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行业应用有着未来数字化浪潮的投

资机会。”

他 以 SAP 为 例， 阐 述 了 中 国

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表明在数

字 化 中， 云 计 算、SaaS、AI 技 术

及安全等技术目前已逐渐成熟。他

表示，中国已基本完成的信息化建

设为数字化提供了核心基站，而数

字化与行业深度融合将帮助企业实

现敏捷演化。

牛光奎认为数字化给中国带来

了一个机会并看好其未来发展，“其

实我们看到，各种数字化的技术正在

跟产业做一些深度融合，去更好地服

务他们的消费者。所以，在目前数字

化的浪潮下，各个产业方也都深刻

理解到变得敏捷是他们应对这个社

会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我相信，

在未来的 5 到 10 年里面，我们会看

到各个行业都能冒出很好的数字化

应用，而他们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

个很好的竞争力，当然这个一定是得

益于我们已经建设好的一个非常完

善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我想这也是

国家现在为什么在这次的经济提振

过程中，把新基建作为一个重点投资

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本文图片由 2020 青岛·全球创投

风投网络大会组委会提供）

Qingdao has a stro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at  es tab l i shes  35 

of the 41 industrial categories. 
I t  is  among the f irst  groups 
o 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z o n e s  f o r 
integration of IT applic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pilot city for 
AI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Chinese 
cit ies witnessed the earl iest 
industri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Qingdao is well-positioned to 
develop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China.

The invitations and agenda 
of the 2020 Qingdao ·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were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role of Qingdao as the future 

City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 the 
world. The conference has invited 
prominent Industrial Internet 
business leaders of Qingdao, 
China and the world as speakers 
to  share  the i r  ins ights  and 
analysis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Qingdao’s 
new opportunity. Zhang Ruimi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Haier 
Group, Fan G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Society of Economic 
Reform, Thomas Sargent, Nobel 
Laurea te  in  Economics  and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Marc Steiner, Plug and Play’s 
General Counsel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China Region made 
themed spee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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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宗和

2020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除了重要嘉宾主题演讲，还包括“云上群英会”、

全球创投风投年度白皮书发布、重点科创产业项目路演、专题发布、重点区域推介等多

个亮点环节，实现线上签约、在线名片互换、邀约洽谈、线上媒体采访等创新型功能，

以更多元的方式，让线上峰会变得更加立体与完善，搭建了高度开放的平台促进各方合作，

推动疫情下经济恢复，共话未来投资方向与科创产业发展机遇。

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成立仪式上，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左）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右）共同为创
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揭牌。

At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Internet Development, Wang Qingxi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left), and Zhang Ruimin,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CEO of Haier Group (right), jointly unveiled the plaque for the alliance.

Joining in a meeting on the could
共赴“云上之约”

创投风投成立联盟
助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5 月 8 日，2020 青 岛 • 全 球 创

投风投网络大会现场举行了创投风

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成立仪

式暨揭牌授牌仪式。中共山东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和海尔集

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共同为首批 10 家联盟会员单位授牌，

并为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

联盟揭牌。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

网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旨在发挥资

本的推动作用，大力推进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助力青岛加快打造“世

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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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联盟成员主要由国内

外创投风投知名机构、工业互联网行

业代表企业、平台机构等组成，本次

大会遴选了青岛科创母基金、海尔

海创汇、洪泰基金、青岛城投股权、

里程碑创投基金、达晨财智、同创伟

业、赛富基金、信中利资本、中金公

司 10 家优秀创投风投机构作为联盟

首批会员。联盟旨在进一步聚集资金

资源、吸引高端人才、推动科技创

新，积极增育工业互联网新兴产业，

为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提供有力支撑。

青岛科创母基金交出
“一周岁”成绩单

5 月 8 日，2020 青 岛· 全 球 创

投风投网络大会上，青岛科技创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对青岛

科创母基金成立一周年来的成果做

了介绍，并介绍了 2020 年工作计划。

据介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青

岛发展的重要引擎，科创逐渐成为青

岛新的城市 IP。按照基金设立方案，

科创母基金总规模 500 亿元，首期

120 亿元，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

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团队服务

的创新型母基金，也是青岛具有开

创意义的一项有益探索。王伟介绍，

工业互联网、新基建 ( 包括 5G、人

工智能 / 大数据等 )、先进制造和生

命科学是母基金四大重点投资领域

和方向，科创母基金坚持聚焦硬科

技、对标科创板，优先支持早期阶段

的基金和直投项目。此外，科创母

基金积极与青岛市区各级建立招商

战略合作关系，并以子基金或直投合

作的方式，链接青岛市高校 / 院所、

园区、知名企业和人才等，不断形成

科创母基金和各区、各园区、各高

校、各企业联动的科创生态和平台。

目前已与博士创业园、李沧院士港、

蓝谷高新区、微电子创新中心等企业

园区建立子基金和项目合作关系。据

王伟介绍，截至目前，科创母基金已

深入对接超过 100 支子基金，总规模

超过 500 亿元；储备直投项目 30 余

个，总规模超 200 亿元。科创母基金

第一批合作子基金已顺利签约，其中

同创伟业已完成对青岛工业互联网

重点项目卡奥斯的投资；与深创投、

IDG、高瓴创投、中金资本、君联资

本等一批国内头部投资机构达成合

作意向；在对接大企业资源方面，与

华大基因、北汽集团、新希望集团、

徐工集团等旗下基金或产业建立深

入合作关系。同时，围绕青岛市重点

产业，母基金合作的一批优质子基金

和项目正逐步落地。

王伟表示，科创母基金把 2020

年定位为“全面投资启动年”，青岛

将构建起包括创投风投大会、科创母

基金和创新创业大赛在内的科创“三

大新动力”，促进各类资源之间的整

合，形成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围绕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

链融合”，营造青岛良好和完备的科

创生态圈。

青岛重点创投风投招商项目签约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

大会不仅有全球化的专业嘉宾和观

点交锋，更是“双招双引”的平台。

作为大会主会场重要环节之一，青

岛市重点创投风投招商项目签约活

动在 5 月 8 日上午举行，共有 30 个

项目“云签约”，落户基金意向规

模为 559 亿元。

新经济、新业态成为此次签约

的一大特点。据了解，市南区与前海

安星资产、知来投资签约；市北区与

城投集团、启迪三螺旋（青岛）基金、

百洋医药集团、银河创新资本签约；

李沧区与用友产业投资、华民股权

投资基金签约；崂山区与新毅投资、

砾石星汉投资签约；西海岸新区与山

东省商业集团、上海兴橙投资签约；

城阳区与安芙兰资本、同创伟业签

约；即墨区与中粮基金、天奇创投、

乐通资本、中科钢研节能科技签约；

胶州市与保利集团、上海华锦实业签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上，发布了《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书（2020）》。

The Global Venture Capital Annual White Paper (2020) was released at 2020 Qingdao ·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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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平度市与汇泽创业投资、青松资

本签约；莱西市与中植资本、天创资

本签约。

此外，作为全球（青岛）创投

风投中心建设的主阵地，青岛金家

岭金融区在大会期间举行重点项目

“云签约”仪式，共有 11 个重点项

目线上签约，意向投资额 165 亿元。

其中，青岛自贸供应链金融投资基

金项目投资规模 50 亿元，旨在搭建

“贸易资本区块链平台”，实现产

业链、金融链、与财富管理的深度

融合；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基金项目

拟在青岛设立规模 10 至 15 亿元的

创投基金，主投成长期和成熟期的

泛汽车产业链和先进制造领域；青

岛华资湖畔股权投资基金项目募集

规模 10 亿元，主要投向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大数据、智能制造与高

端装备等领域；中国造纸龙头企业、

世界纸业 10 强山东晨鸣集团拟在金

融区设立金融总部。

《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
书（2020）》发布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

大会开幕当天，《全球创投风投行业

年度白皮书（2020）》在青岛发布。

截至 2019 年底，山东省创投风投基

金的数量为 417 只，排名全国第六，

上升势头非常明显。白皮书显示，整

体来看，中国创投区域发展不均衡，

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等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了全国

3/4 的创投资源。其他地区的创投机

构和创投资本的活跃度明显不如上述

5 个省市，创业投资的土壤还需进一

步开垦。

《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

书（2020）》编委吴雨萌认为，山东

的发展势头值得关注，逐渐成为新

的创投风投聚集地。2019 年，山东

省新注册成立 317 只创投风投基金，

基金规模达到 2781.73 亿元人民币，

超过浙江省和江苏省的规模，在全国

地方创投风投基金规模中排名第四

位。作为全省创投风投发展的抓手，

青岛目前的基金数量在山东创投风

投中占据了半壁江山。2019 年中，

青岛新注册的基金数量占全省总体

注册量的 51%。

《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

书（2020）》分析，自 2018 年起，

青岛大力发展创投风投基金，两年

内新增创投风投基金数量超过此前

总和，成为创投风投发展的新基地。

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

青岛市共有注册在地的基金 808 只，

其中注册的创业基金（不包含创投

风投类母基金）203 只，占全部基金

的 25.12%。青岛注册基金的总目标

规模为 3787.73 亿元人民币，其中创

业基金（不包含创投风投类母基金）

目标规模为 272.59 亿元，占总规模

的 7.19%。

据了解，青岛目前市级引导基

金管理中心累计接恰各类创投风投

机构数百家，吸引了赛富亚洲、中金

资本、光大控股、中车资本等国内知

名机构入青，目前正与亚洲开发银

行、德国、法国、日本等域外资本探

索基金合作。

云上群英会
特殊的时点与全球环境，让青

岛选择以网络的方式举办创投风投

大会。其中，4 个网络分会场与主会

场同步展开，第一分会场就是由知名

创投风投机构合伙人组成的“云上群

英会圆桌论坛”。

从 5 月 8 日 下 午 开 始，“ 投 资

机构如何应对疫情等‘黑天鹅’事

件”“资本局势变迁下的科创新机

遇”“当前背景下，‘AI+ 产业’的

机会在哪”“在 5G+AI‘双核驱动’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设置 1 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近 20 场圆桌论坛以及地区路演、项目发布。

The conference consists of one main forums, four parallel sessions, nearly 20 roundtables, regional road 

shows and project lau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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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探讨产业互联网未来新趋势”“互

联网企业的线上布局之路”“在物

联网引领的新一轮信息浪潮下，产

业新生态何去何从”“聚焦新基建

投资风口”“如何看待资本市场多

层次深化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变

局与新生：数字化建设与产业互联

网”“如何捕捉互联网下半场的新

风 口”“ 全 球 化 下 的 创 投 未 来 趋

势”“海外投资布局，如何做好稳

中求胜”等圆桌论坛，带来精彩的

思想碰撞。可以说，云上群英会打

破了时空边界，让本届大会变得更

加别开生面。

一张来自青岛的“英雄帖”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

大会的第二分会场为专题发布厅，两

天时间里先后发布了“青岛市打造世

界工业互联网之都”“上合示范区‘一

带一路’双向投资合作”“青岛银行

专场：搭建银企投平台，促进银行、

企业与资本融合”和“济青烟国际招

商产业园及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城市

推介”4 场专题。

首场“青岛市打造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专题论坛由青岛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举办，青岛科技大学博士生

导师、泰山学者李庆党，山东科技大

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曾

庆田，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松

林，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首

席运营官严鹏飞分别对青岛打造“世

界工业互联网之都”进行解读、分析，

为参会企业带来了一场工业互联网

领域的饕餮盛宴；本土制造业企业

新希望六和、美光机械、乾运高科、

邦和压铸等发布了技术、资金、人

才等方面的需求，得到了业内的普遍

关注。据了解，未来青岛将面向全

球分批发布 3000 个“工业赋能”场

景，首批发布 500 个的“工业赋能”

场景清单，涵盖智能应用、智能软件、

工业大数据、系统集成等 12 个大类。

随着近期《青岛市打造“世界

工业互联网之都”规划方案》《青

岛市工业互联网三年攻坚实施方案

（2020-2022 年）》的发布，青岛市

聚力建设核心要素齐全、融合应用

引领、产业生态活跃的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将抢

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推动全市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探索推

进“一张清单、全市通用、全球共享”

模式，并将定期发布场景清单，以最

大的诚意，邀请全球工业互联网优秀

服务商来青投资发展，携手打造“世

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宣传推介轮番上场
除了青岛重点科技产业项目、

驻青岛高校及科研院所可转化科研

成果项目和青岛重点产业项目的路

演外，为配合“双招双引”，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还安

排了青岛 7 区 3 市及功能区专场推

介活动，让参会嘉宾全方位了解青

岛欢迎创投风投的姿态以及优质的

营商环境。

5 月 9 日上午，“2020 青岛·全

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西海岸新区

专场推介会正式举行。西海岸新区

管委主任、区长周安作了专题推介，

并与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王

锋共同为青岛跨境基金中心揭牌。

该中心挂牌于青岛西海岸国际金融

中心，将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中

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

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叠加优势，有效推动境内企业“走

出去”和境外资本“引进来”，集

聚全球股权投资者，打造立足山东、

辐射北方的资本开放桥头堡。西海

岸新区副区长隋斌代表新区面向全

球发布《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支持

打造青岛跨境基金中心政策措施》。

下一步，西海岸新区通过搭建合作

共赢的发展平台，培植丰沛优质的

投资项目，定制专业精准的支持政

策，营造令人舒服的发展环境，将

为创投风投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与

全球投资人一道合作共赢。

（本文图片由 2020 青岛·全球创投

风投网络大会组委会提供）

At a critical period when 
coordinated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contain 

the pandemic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grant online event has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2020 
Qingdao · Global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with a duration 
of two days consists of one main 
forums, four parallel session, 
nearly 20 roundtables, regional 
road shows and project launches. 
The event was streamed live 
online via more than 20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Internet Development 
was held at  the conference. 
W a n g  Q i n g x i a n  a n d  Z h a n g 
Ruimin unvei led the plaque 
for the alliance and presented 
membership to the first group 
of  10  members .  The  Global 
Venture Capital Annual White 
Paper (2020) was released.  A 
sign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some of the major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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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创投风投网络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5 月 9 日下午，参加大会的 110 位投资人、企业家和学者线上共同发布了《全球创投风投共同体宣言》。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is venture capital online conference, 110 investors, entrepreneurs and scholars present at the conference jointly 

released the Global Venture Capital Community Declaration on the afternoon of May 9.

突如其来的动荡，正在倒逼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我们

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对于全球科技产业的蓄能

与蝶变是如此重要。投资昭示信心，

投资创造未来。我们在此刻见证全球

创投风投共同体在青岛发出宣言，共

同宣示全球投资界虽遭遇疫情蔓延

的巨大困难，但仍然充满勇气缔造未

来，用投资的力量去促进经济恢复，

去推动科创产业未来发展，去共同应

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呼吁：

一、全球投资界当秉持自强不

息精神。面对 2020 年的重大变局，

我们唯有以更加开放、更加创新、更

加坚韧的姿态，一起携起手来，励精

图治，全力以赴，积极用投资促进全

球经济渡过难关、开创未来 ;

二、全球投资界当勇担社会责

任。商之大者，为国为民。面对困难，

全球投资界命运与共。我们将努力

释放信心、采取行动，勇于克服经

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用投资为人类科创产业

的未来赋能；

三、全球投资界当支持中小创新

企业和创业者。帮助全球中小创新企

业和创业者应对困难，积极开展针对

中小创新企业和创业者的投资计划，

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和产业链、供

应链恢复，支持中小创新企业和创业

者战胜各种挑战，共同赢得明天；

四、全球投资界当深化合作共

克时艰。每个个体总是渺小、每个创

投风投机构都面临不小的困难，但投

资人携起手来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时局，我们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交流合作、

重视相互的支持与帮助，一起汇聚起

投资界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努力。

各位创投风投行业的朋友，创

新创业是人类前进的永恒动力，我们

坚信疫情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人类

社会不会停下科技创新带动实体产

业发展的脚步，不会失去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信念和向往。让我们一起为世

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努力！ 

（本文图片由 2020 青岛·全球创投

风投网络大会组委会提供）

Over 100 Investors Worldwide Release the Venture Capital 
Community Declaration

@ 青岛
全球 100 余位投资人发布创投风投共同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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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Q&A of "seeking breakthroughs on 15 fronts" opens in full swing

文 /张文萱  图 /王勇森

青岛“15个攻势”首场质询会“火辣”开场

4 月 16 日下午，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推进情况质询会议在青岛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三楼会堂举行。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16, the Q&A of the building progress of the world-renowned "in" city was held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conference center 

of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4 月 16 日下午，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推进情况质询会议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三楼会

堂举行。这是根据中共青岛市委统一安排，围绕“15 个攻势”一年来实施情况举行的首

场质询会议。目的是通过公开质询，对攻势一年来的推进情况进行监督，督促推动攻势

更加高效有序开展。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王鲁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推进情况质询会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省委工作部

署，一年前，青岛改变路数打法，聚焦

城市发展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

发起了海洋攻势等“15 个攻势”，利

用 15 个晚上对各个攻势作战方案进行

了公开答辩。

通过公开答辩，对“15 个攻势”逐

一进行公开研讨论证，理清了干什么、

为什么、怎么干，增强了政策制定和执

行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决

定青岛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攻势作战

方案的研究制定是“想透”的过程，公

开答辩是“说清”的过程。通过“想透”“说

清”，完善确定作战方案后，接下来就

是“干实”的过程。

“15 个攻势”一年来干得成效如何，

全市人民都十分关心。举行“15 个攻势”

质询会议，是 2019 年攻势答辩时的承诺，

是对攻势成效的检验，是对攻势的督促

推进，是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也是落

实中共山东省委“改革攻坚年”目标任

务的重要举措。

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推进情况质询

会的应询人为攻势牵头市领导中共青岛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以及攻

势参与单位主要负责人，青岛市商务局

局长赵士玉、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李苏满、青岛市体育局局长车景华、青

岛市贸促会会长初连玉。会上，应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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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听取吸收各

方面意见建议，学习先进地区好经验好

做法，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提升国

际时尚城建设水平。要把工作重点放在

抓项目上，抓具体事情上，分清轻重缓急、

突出工作重点，每年集中力量办几件大

的实事，干一件成一件。

祝华、张锡君、刘圣珍、赵铁军出

席会议，杨宏钧主持会议。“15 个攻势”

推进情况质询工作领导小组部分副组长、

成员和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大、市政协

有关副秘书长，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市政协机关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

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企

业家、协会商会代表，市直相关部门代表、

攻势参与部门负责人和媒体记者等共 130

余人参加会议。

精彩问答摘录
青岛市政协常委、致公党青岛市

委驻会副主委郭振栋：在疫情防控形势

下，要打好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

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或者说具

体打法要做哪些转变和创新？攻势中的

碉堡、山头或工作重点有没有一些新的

首先结合视频宣传片和 PPT 演示，简要

汇报了攻势推进情况。

随后，12 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市民代表和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以及

1 位现场随机挑选的与会代表，围绕着

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作战方案的推进情

况，特别是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质询：

文化设施与人们日益增长文化需求不相

适应、青岛在全国叫得响的特色旅游产

品还不够多、攻势中关于打造电影之都

的目标任务成效不太明显、青岛还缺少

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会展项目……众

人的提问直奔主题，辣味十足；而应询

人面对问题，不遮不掩，一一回应，分

析问题、解释原因、提出应对举措，互

相交流中碰撞出了火花，起到了应有的

质询效果。未能提问的参会人员，通过

书面质询表，提出问题或者建议，会后

收集汇总后交由攻势牵头部门限期答复。

现场还组织了攻势推进情况满意度

书面测评，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

满意”3 个层次，每个层次对应 3 个分数。

根据要求，经统计如果该攻势满意度低

于 70%，攻势相关单位需要就质询提出

的问题向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作出书

面报告。如此一来更加倒逼攻势相关部

门和责任人真正担负起政策制定的责任，

不折不扣将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王鲁明认真听取汇报和质询问答后，

对问答双方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质

询会形式新颖、耳目一新。大家在一问

一答的交流互动中，开阔了视野、拓展

了思路，对改进提升工作非常有帮助。

王鲁明强调，青岛在建设国际时尚

城方面有资源、有特色、有优势。要深

入挖掘青岛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

主动公开质询和交流研讨，可以把工作

研究得更透，吸收借鉴社会各界的智慧，

集思广益、优化方案，推动工作落实落地。

要主动研究疫情对时尚城建设带来的挑

战和影响，及时调整思路对策，变挑战

为机遇，适应和应对疫情形势下的新变

调整和改进？

孙立杰：疫情暴发以来，15 个攻势

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青岛国际时尚城建

设攻势，涉及的五大领域复工复产情况

最低。我们一定要在理念上转变，认清

要在较长时期内面对这个现实的形势。

要有坚定的信心，克服了危就是机；要

统筹传统和现代打法，利用新技术、新

手段、新模式推动整个攻势的有序发展。

要在工作方式上有较大的转变，多利用

新的技术手段，抓项目、抓资金、促活动、

建平台。5 月举行“2020 青岛全球创投

风投网络大会”，这就是新形势下我们

工作方式的改变。

要在工作目标上发生根本的转变。

第一要密切跟踪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新空间、新的消费增长，率先主动应变，

在变之大格局中抢抓先机。第二要整体

布局谋划，抓好新风口、提前谋划，根

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既定目标。第

三要做好疫情后五大战役反弹式、爆发

式增长的准备。疫情终将过去，明天将

更加美好，我们很有信心。

青岛市人大代表、市文化馆馆长陆

玲：文旅活动特别在文化设施方面，我

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牵头市领导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作为本场质询会议的应询人，汇报了攻势推进情况。

As a respondent of this event, Sun Lijie, the municipal leader of the work of building the world-renowned "in" city,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gave a report of the work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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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一定

差距，请问有什么新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苏满：目前从市到村四级网络

已经搭建完成，但是总体设施水平和

其他副省级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图

书馆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 11

位，博物馆处在第 12 位，文化馆排在

第 13 位，三大馆排名基本上都处在靠

后的位置，与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发

展规模不相匹配。

群众对文化生活不满意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觉得文化设施不足，二

是贴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少。市委市政

府下了很大的决心统筹文化事业，主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博物馆改扩

建，由原来 1.6 万平方米拓展到 8 万平方

米。第二，现在每天到图书馆的人控制

在 8000 人左右，事实上需求远远超过这

个数。青岛应该有一个文化新地标，不

仅仅是建一个图书馆，而是以图书、以

阅读功能为基础的综合各种文化业态的

综合体。第三，进一步拓展美术馆展陈、

服务功能，进一步扩大面积，在现有的

基础上充分挖掘利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线上有广

阔空间，所以在线上文化服务功能开发

方面，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此外，

区市层面相对不均衡，2020 年区市有将

近 10 万平方米的文化设施投入，会缓解

目前尴尬的局面。最后要在点上做一些

投入少、但是贴近老百姓生活，能够随

处可见的文化设施，比如智慧书亭、朗

读亭。通过这些举措，争取为整个城市

文化品质的提升多创造一些空间。

青岛市政协委员、山东正航律师事

务所主任李秋航：面对疫情，如何发挥

好青岛会展的平台作用，围绕青岛在区

域中的重要地位，以青岛市产业发展的

重点和方向为核心，更好服务青岛经济

的发展？

初连玉：2019 年以来，青岛会展业

的平台作用不断放大，也有力助推了“双

招双引”工作。但与各方的期待和对产

业促进作用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为助推 15 个攻势和

青岛市产业发展继续搭建好平台。

第一，服务海洋经济发展，围绕海

洋经济打造一系列的展会，不断吸引新

的海洋类展会，搭建海洋产业平台。第

二，服务金融中心建设，继续办好财富

论坛、中日韩金融产业论坛等涉及金融

中心建设的一些平台，让各种元素在平

台上耦合，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第三，

服务科技引领和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

产业方面的建设，助推青岛抓住新一轮

工业革命机遇，实现质的飞跃。第四，

服务乡村振兴，力推脱贫攻坚实现成效。

第五，我们要借机助推相关健康产业发

展，比如举办健康博览会，抗疫用品博

览会等。

青岛市政协委员、山东万桥律师事

务所主任、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李勇：青

岛的夜经济跟南方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疫情又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面

对差距、面对疫情，能采取哪些有效措

施更好发展夜经济？

赵士玉：2019 年青岛市的夜经济取

得很好的成绩，但是的的确确与南方城

市和海外先进城市比有很大的差距。措

施方面，一个是政策引领，再一个是联

合推动。

现在商家在经营上都遇到很大的困

难，怎么帮助他们解决？首先店要开得

起来，这里面有房租的问题，有电费的

问题，有续贷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已经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夜经济企业基本都

是小微企业，扶持措施绝大部分已经落

实。再一个是联合推动，夜经济不是单

纯哪一个部门能发展起来的，它构成的

要素很多，需要交通、城管甚至各个方

面提供便利服务。

疫情期间的夜经济，我们也在探

索，也在与相关专家研究。第一，商场

延长开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商场本身

防疫条件也是具备的。很多消费，包括

酒吧、咖啡厅这类消费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商家一定要落实防疫要求，消费者

也要爱护自己。下一步在疫情后期，夜

经济可能很多也要在网上实现，像网上

健身、网上音乐活动也是夜经济的一部

举行“15 个攻势”质询会议，是 2019 年攻势答辩时的承诺，是对攻势成效的检验，是对攻势的督促推进，是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也是落实省委“改革攻坚年”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

The first Q&A of "seeking breakthroughs on 15 fronts" was held to keep the promise made in the 2019 Q&A, check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ork, promote the work 

progress, provide an explanation to all of the citizens, and implement the tasks of the “year of further reform in difficult areas” given by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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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1 6 ,  t h e  Q & A  o f  t h e 
building progress of the 

world-renowned "in" city was held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conference center of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This is the 
first inquiry meeting center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eking of 
breakthroughs on "15 fronts" in the 
past one year.

The respondents of this event 
included Sun Lijie, the municipal 
leader of this work,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principals of the 
participant units,  Zhao Shiyu, 
Director of Bureau of Commerce, 
Qingdao, Li Suman, Director of 
Qingdao Municipal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Che Jinghua, 
Q i n g d a o  M u n i c i p a l  S p o r t 
Administration, and Chu Lianyu, 
President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Qingdao Sub-Council. At the 
meeting, the respondents first gave a 
brief report of the work progress in 
combination with a promotion film 
and PPT presentation.

After that, 12 deputies to People's 
Congress, CPPCC members, citizen 
representatives and entrepreneurs, 
trade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and one attending representative 
selected randomly on site raises 
questions. Facing the questions, the 
respondents answered one by one, 
analyzed the questions, explained 
the reasons, propose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got inspirations from the 
exchange, and achieved ideal effects.

分。随着整个疫情的好转，正常的生活

会尽快到来。

山东省政协委员、澳门宝龙集团锦

隆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尔航：时尚产

业的人才和企业，相对集中在一线城市，

青岛在招引人才和时尚企业方面有没有

什么计划和举措？

李苏满：时尚人才和时尚项目的引

进，两者密不可分。我们在实践当中主

要进行两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个层面是

既有人才的培养，就是青岛市现有的时

尚人才队伍，在青高校中艺术、旅游专

业学生加起来有 3 万多，这是非常重要

的时尚人才基础队伍。关键是怎么样让

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这里面包

括氛围的营造，包括为他们在校期间多

输送一些活动，给他们提供在实践中锻

炼的机会。

招引人才方面，有几种渠道：一是

通过引进项目带团队；二是通过引进人

才带资源；三是引进会奖机构，靠时尚

平台培育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青岛要留住人才，整个城市的氛围非常

重要。能够用环境留住人、待遇留住人、

整个城市的健康生活方式留住人，这是

非常重要的，需要在全市层面上统筹谋

划。只有这样，名师、名家、工匠，才

能心甘情愿留在青岛。

中俄境外企业联盟常务副会长、俄

罗斯上和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正宾：

足球引领时尚，也是非常烧钱的行业。

面对新的中超赛场和新的赛季，如何支

持和帮助青岛黄海足球队在中超站稳脚

跟持续发展？

车景华：作为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

攻势的一项重要任务，帮助黄海青港队、

黄海俱乐部在新赛季站稳脚跟，关键是

从提升它的软硬实力来着手：一是落实

好扶持和奖励政策。根据市政府通过的

支持职业俱乐部发展的意见，对冲超的

职业足球俱乐部，扶持和奖励力度都明

显加大。资金也已经拨付到位，在关键

时刻，也起到了缓解俱乐部资金压力的

作用。二是坚持市场化运作的路子，帮

助俱乐部做好市场开发，争取更多的支

持，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积

极的进展。第三，立足实际，帮助俱乐

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第四，加强与中

国足协和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帮助黄

海俱乐部优化外部发展环境。

我们更多做谋长远、打基础的工作。

今年我们正在规划建设足球青训，将建

设中国青岛青训总部，同时建 3 个分部，

为黄海、中能、红狮等职业俱乐部的人

才激励、人才输送工作提供支持。为支

持这 3 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发展，

专门拨付资金补贴青训建设。

青岛金石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丁健：本土特色的文化资源很有可能也

是最时尚的。对未来利用本土特色文化

资源，打造地标性的、突破性的、爆品

级的网红时尚休闲旅游产品，有没有什

么计划跟打算？

李苏满：地标也好、爆品也好，

网红打卡地也好，都是产业和业态受

欢迎的外在表现，最终还是这个城市

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应该充分与青岛

的既有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

事半功倍。世界上其他的时尚中心，

共性要素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时装，

第二个是艺术，第三个是金融，第四

个是博物馆之城。青岛恰恰在这四个

方面都具备优势，这说明我们具备了

时尚城建设的最基础的条件。

挖掘自身的更多的优势出来，形成

时尚产业。影视、纺织服装、智能家居、

音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博物馆、工艺美术产业、印刷出版

传媒业、5G 产业，这 10 个方面应该是

我们要发力的，而且将来可以在全国形

成优势的文化产业。产业发力方面来讲，

应该追求时尚产业化和产业时尚化。既

有的产业怎么样让它更加时尚？时尚因

素比较多，怎么样使其转化为产业？这

方面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突破。最关键

的，是如何把产业和城市空间结合起来，

让它们各得其所，高效利用空间。这是

一篇大文章，必须进行统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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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seeking breakthroughs in cultural tourism

文 /张文萱

青岛文旅工作发起五大攻坚战

青岛整合景区、餐饮、购物、娱乐、住宿等要素，推出 10 大系列旅游主题产品、100 个时尚打卡地。（图 / 王华）

Such elements as scenic areas, restaurants, shopping malls, entertainment places, and hotels are integrated in Qingdao, with 10 major series of tourism-themed 

products and 100 fashion destinations provided.

日前 ,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

2020 年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提

出将围绕城市综合营销、招商引资、文

旅新业态培育、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旅

游管理提升发起五大攻坚战。

2020 年，青岛市文旅局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国际时尚城建设要求，积

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展重点工

作攻坚，争取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旅

游总收入进入 15 个副省级城市前 6 位，

全力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城市综合营销攻坚战
疫情期间，青岛市文旅局编制了

《疫情后青岛旅游振兴营销工程方案》，

精心策划系列营销活动，整合景区、餐

饮、购物、娱乐、住宿等要素推出 10

大系列旅游主题产品、100 个时尚打卡

地。做好城市综合营销，一是要与大型

文旅节会相结合。要以平台思维办好世

界遗产文化旅游大会暨世界遗产文化旅

游博览会、青岛国际艺术节、第八届青

岛国际邮轮峰会、国际华语编剧节；会

同有关单位打造提升青岛国际啤酒节、

青岛国际海洋节、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

等传统节会品牌，培育“海洋童玩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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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要加快园区发展，推进 5G

高新视频园区、青岛国家数字出版产业

基地、青岛蓝茂传媒文化创意产业园、

半岛传媒 5G 实验室建设，推进网红经

济科研创新文化产业园落地，创建省级

短视频生产基地。要用好上合示范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加快招引一批外

资旅行社，加快招引一批上合文旅项目，

支持上合示范区规划展览馆打造精品旅

游项目。要针对影视后期制作水平不高

的问题，着力招引国际国内顶级的影视

制作企业。北部的区市要针对旅游纵深

不足的问题，争取招引一批旅游大项目，

打造核心吸引物。推动恒大水世界、方

特二期、西班牙福赛酒店、莲花山华侨

城、中科院康养基地项目项目上半年开

工建设；华道、天空之橙、中荷时尚产

业中心、国梦文创等项目年内开展项目

运营；东庆童话、三五集团、蜈支洲岛、

世博园 VTP、亚特兰蒂斯酒店、温泉小

镇、国际帆船中心等项目年内完成选址

落地；协调推进瑞士交通博物馆项目和

崂山道宫项目。

文化旅游新业态培育攻坚战
必须紧紧抢抓文化和旅游新业态

洋天堂”文化旅游节等节会品牌；做好

与米兰国际时装周对接工作；支持西海

岸新区申办世界 5G 高新视频大会。二

是要与文艺精品创作相结合。要善于运

用文艺作品进行营销，用好文艺精品扶

持奖励政策，引导创作一批影视、歌曲、

小说作品，将城市形象深度植入，提升

城市影响力。三是要与对外文化交流相

结合。要利用“东亚文化之都”“世界

电影之都”等城市名片，在开展对外文

化交流中融入营销元素，借机拉动城市

旅游；借助境外中国文化中心、旅游办

事处等资源，做好青岛文旅宣传推介；

利用青啤集团在“一带一路”国家举办

国际啤酒节之机，做好重点客源市场文

旅推介交流。今后，全市所有举办的对

外文化交流活动要相应开展城市营销推

介，开展旅游推介过程中也要同时举办

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四是要与文化旅

游消费促进活动相结合。组织游客亲身

体验，开展优惠活动。同时，在推进城

市综合营销过程中，要注意用好大数据

手段，加强与电信、铁路、民航、高速、

银联、微信、支付宝等机构，以及携程、

美团等 OTA 平台的合作，结合游客偏

好开展精准营销、定向营销。

招商引资攻坚战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第一战场。

当前青岛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存在的缺少

带动力强的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条

不健全等问题，其破解方法无非两条：

一是对内培育，二是对外招引。就目前

来讲，对外招引无疑是最为快捷有效的

方法。一方面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

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提高政策兑现

效率，并根据企业需求、市场状况不断

推出新的扶持政策，实现“洼地效应”；

另一方面要主动出击，针对产业发展薄

弱环节、缺失的链条，出台招商规划，

制作重点招商目录，着力引进一批“头

发展的机遇，围绕新产业、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抓突破。比如在线视频、

5G+4K，比如旅游新业态，婚庆旅游、

康养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

旅游等都要加快发展。要推动区市建设

婚拍服务驿站不少于 3 处，支持办好婚

恋文化周，打造“爱情岛·爱青岛”婚

庆旅游品牌。要加快即墨温泉、藏马山

旅游度假区、玫瑰小镇等康养旅游项目

发展，创建一批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

地。要加快开发红色旅游线路，争取莱

西马连庄镇胶东行署旧址列入国家第三

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要打造特色

突出、类型丰富、面向全国研学旅游市

场的产品体系，新打造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 10 处。要开展村庄景区化培育，按

照 3A 级景区核心指标提升改造乡村旅

游特色村不少于 20 个，创建省级精品

文旅小镇、精品旅游特色村 6 个以上。

对于这些新业态的发展，要做好规划引

导，建立“一业一策”的配套服务机制，

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探索

建立新型文旅特色支行，切实解决企业

融资难问题；积极引进相关人才，推进

文化旅游新业态专业人才的“引、育、

留、用”。

国际戏剧学院奖永久落户青岛。（图片提供 / 第八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组委会）

The International Theatre Academy Award has permanently settled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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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il 10, Qingdao held 
the 2020 Culture and 
Tourism Work Meeting, 

and started seeking breakthroughs 
on five fronts.

Qingdao  w i l l  op t im i 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trengthen 
the service awareness and quality,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focus on 
introducing a group of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city i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new pattern, focus on making 
b r e a k t h r o u g h s  i n  w e d d i n g 
tourism, health recovery tourism, 

research and study tourism and 
other aspects, explore to build 
new culture tourism branches 
and actively introduce relevant 
talents through creating the "one 
industry one system" supporting 
service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a new pattern for culture tourism. 
It will make plans for providing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implement 
Qingdao Museum reconstruction 
and extension project, accelerate the 
site selection work of new Qingdao 
Library, and upgrade the size and 
functions of Qingdao Art Museum.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攻坚战
公共文化设施是一座城市的客厅，

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形象。目前，青岛的

公共文化设施已经与城市地位、与市民

需求严重不相匹配。健全全市公共文化

设施迫在眉睫。2020 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编制之年，要抓住这个机遇，会

同发改、规划等部门统筹做好公共文化

设施的规划工作，做好设施布局顶层设

计。积极实施市博物馆改扩建工程，争

取第三季度开工；加快市图书馆新馆选

址；提升市美术馆规模、功能。以第五

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为契机，指导各

区市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共文化设施，

评选命名一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示范点。

旅游管理提升攻坚战
旅游行业是服务行业，涉及吃住行

游购娱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

题，都会影响城市形象。要针对旅游领

域存在的沉疴顽疾一一整治。开展一日

游、海上旅游、超范围经营、导游服务

质量专项整治；组建文明旅游志愿者队

伍，组织文明旅游进景区、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开展导游名师大讲堂活动，

提升导游队伍专业化水平；整顿旅游咨

询中心，建立考核退出机制；理顺度假

区管理体制，开展省级旅游度假测评考

核。这其中要用好两个手段。一是“黑

名单”，制定完善黑名单制度，定期通

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引导游客投票；对

于屡教不改的旅游从业者要严格实行黑

名单管理。二是联合整治，用好旅游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合执法、联合整治

机制，既要整治旅行社、景区、导游，

也要会同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整治出

租车、旅游饭店等领域，发挥合力提升

管理效能，用最好的秩序、最优的服务、

最好的面貌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2020 年青岛发起五大攻坚战。（图 / 戴东风）

Qingdao initiates five major uphill battles in 2020.

凤凰音乐节造成“青岛国际时尚季”现象级传播。（图 / 凤凰音乐节组委会）

Phoenix Music Festival led to a phenomenal propaga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Season of Fashion and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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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Up Efforts in Building a City of Sports

文 /张文萱

青岛体育工作
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设

足球冲超成功，必将为青岛加快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注入新的动能。（图 / 周光辉）

The success of having a Chinese Super League team will definitely inject passion and vitality to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Qingdao into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stylish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日前，2020 年青岛市体育工作会

议在青岛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开。各区

市教体局和体育局、体育发展中心及全

市体育系统相关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

同志等出席。会议传达了 2020 年全国

体育局长会议精神，总结了 2019 年全

市体育工作，部署了 2020 年的工作。

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车景华做

了题为《完善体育治理体系 提高体育

治理能力 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

设迈上新台阶》的工作报告。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之年，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收

官之年，是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的开局之年，是战胜疫情化危为机的转

折之年，是继续备战奥运会、全运会和

省运会的重要之年，体育工作任务很重。

全市体育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和全国、省体育局长会议精神，深刻领

会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

清宪“青岛体育，大有可为”和“持续

发力，推动体育复苏”的指示批示，以

加强国际时尚城攻势为牵引，以巩固提

升体育惠民、竞技强市、产业兴市等六

大攻坚战、四大阵地战成效为抓手，加

快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设，完善

体育治理体系、提高体育治理能力，努

力推动全市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3 月

26 日，青岛市体育局下发了《2020 年体

育工作要点》，对今年体育工作做了详

细部署，分别从“活跃全民健身，积极

助力健康青岛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创新思路举措，

增强体育产业发展动力”“发展时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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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助推时尚青岛建设成效”和“推进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 个

方面展开。其中，“发展时尚体育，助

推时尚青岛建设成效”可谓是极具亮点。

时尚的城市催生时尚体育，时尚体育反

哺并改变着城市。体育部门积极参与国

际时尚城攻势，大力发展时尚体育，渗

透到城市文化和血脉中，为青岛国际时

尚城建设贡献体育独特的力量。

打好时尚体育战役
青岛市体育局积极参与国际时尚城

建设攻势，制定时尚体育战役工作方案2.0

版，统筹调度时尚体育活动开展。要精

心策划创办时尚体育节，举办帆船、电竞、

马术、跑酷、冲浪、健美、国际象棋等

时尚体育赛事。要制作时尚体育宣传片，

推介青岛体育、进行招商引资、宣传体

育产业，不断提升时尚体育影响力。

办好重大赛事活动
大型赛事、国际赛事在浓厚体育

文化氛围、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

济增长、提升城市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青岛体育既要坚持既尽力

而为，又要做到量力而行，积极引进高

层次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要重点办好

2020 年沙滩排球巡回赛、第一届世界

笼式足球锦标赛、亚洲青少年壁球个人

锦标赛、2020 中日韩青少年棒球邀请

赛等国际赛事，承办好全国游泳冠军赛、

全国柔道锦标赛、全国首届攀冰（干攀）

锦标赛等国内重大赛事。配合“上合示

范区”和“国际客厅”建设，组织上合

组织成员国国际象棋赛、沙滩足球赛、

网球邀请赛。各区市也要结合“哥德杯

（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沙滩马

拉松、环莱西湖自行车赛等区域性赛事，

打造“一区（市）一品”区域性品牌赛

事。要认真落实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

办法，确保各类赛事规范有序开展。

打造“帆船之都”品牌
2020 年是十年规划推进落实的开

局之年，要制定任务分解台账和年度

工作计划，明确十年规划推进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着力在帆船赛事引进和

举办、青少年和全民帆船推广普及、

公益性帆船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

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加强系统筹划，

推陈出新，强化督导检查。要筹办好

青岛国际帆船周·国际海洋节、城市

俱乐部国际帆船赛、“远东杯”国际

帆船拉力赛、“上山下海”企业帆船

联赛等自主品牌赛事活动。发起成立

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举办山东半

岛帆船赛，筹办环中国海帆船拉力赛，

让帆船之都城市品牌更加靓丽。

持续推进足球振兴
2019 年，足球为青岛体育增光添

彩；2020 年，足球要继续新的辉煌。

要加大职业足球发展力度，支持黄海足

球俱乐部在中超联赛中站稳脚跟，全力

协调相关部门与大型企业继续加大对俱

乐部赞助。要稳步推进 2023 年亚洲杯

足球赛筹办，成立青岛赛区筹委会，加

快推进足球场规划、动工建设。要全面

启动青训中心建设，在城阳区建设中国

足球协会青岛青训中心总部，在即墨区、

市北区、西海岸新区建设 3 个分中心，

建成体育系统自己的青少年足球培训体

系。广泛开展城市联赛、足协杯赛、市

长杯等各级各类足球赛事，促进群众足

球蓬勃发展。

2019 年，青岛围绕打造时尚运动引领地、高端赛事举办地，开展重点体育活动 61 项，其中国际赛事 21 项。（图片提供 /2019 青岛国际马拉松组委会）

61 major sports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centered on creating a leading place of fashion sports and a site of high-end events, 21 of which are international con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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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体育文化
要落实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

委书记王清宪“用冲超的状态打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指示要求，

弘扬新时期体育精神，丰富体育文化内

涵，培育具有时尚特色的体育文化。要

建立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等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媒体网络，加快形成

体育文化信息矩阵，增强体育文化传播

力和渗透力，集中展示青岛体育事业发

展新成就。深入发掘体育系统先进典型，

宣传体育人物，讲好体育故事，树立体

育人良好形象。

据了解，2019 年时尚体育在攻势

强化中有新亮点。积极响应并主动参与

全市 15 大攻势，以时尚体育为切入点，

强化体育担当，贡献体育力量。大力支

持发展帆船、足球、冰雪、马术、冲浪、

桨板、电竞、棒垒球等时尚体育项目；

与深圳体育部门共同发起“计划单列市

时尚体育工作交流研讨会”，成立时尚

体育城市战略联盟，搭建起时尚体育交

流合作发展平台。世界桨板锦标赛、世

界柔道大师赛、全国游泳冠军赛、CBA

全明星赛、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

海洋节等时尚品牌赛事受到欢迎。各区

市主动作为，积极参与，西海岸承办的

亚洲沙滩藤球锦标赛、平度承办的世界

青年斯诺克锦标赛，即墨承办的世界水

上摩托锦标赛均是首次落户青岛，城阳

引入马文化产业园项目，胶州围绕上合

示范区组织马拉松赛事、莱西继续组织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有力宣传了城市形

象，为城市增添了新的时尚元素，促进

了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首届“青岛国

际时尚季”体育活动在 10 项重大活动

中占 4 项，在 20 项重点活动中占 6 项，

在百项精品活动中超过 3 成。这些成绩

的取得，展现了青岛体育人的新作为、

新贡献、新形象，凝聚着青岛体育人的

辛勤汗水。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入围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图片提供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组委会）

“Fareast Cup” International Regatta has been listed as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the sports industry.

青岛全民健身在持续优化中有新作为。（图 / 王勇森）

The activity of “Fitness for All” in Qingdao has made new progress in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10, the 2020 Qingdao 
Sports  Work  Meet ing 

was held at the conference center 
of  the  munic ipal  author i t ies . 
Relevant principals and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education and sport 
administration of each district and 
city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conveyed the spirit 
of the 2020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ort Administration Directors, 

summarized the sports work in the 
city in 2019, and made deployment 
for the work in 2020. Che Jinghua, 
Secretar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Director of Qingdao 
Municipal Sport Administration 
delivered a work report tit led 
"Perfect the Sports Management 
S y s t e m ,  I m p r o v e  t h e  S p o r t s 
Management Ability,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Sports City and 
Healthy Qingdao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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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打卡青岛 napshot 
in QingdaoS

文 /韩海燕

解锁青岛网红打卡地

青岛的美似乎是说不尽的，在这座风情万种的城市里，既有迷人的海上风光，

又有舒适的花楼洋房，既有老城的历史沧桑，又有新区的繁华时尚。红瓦绿树、

金沙白帆，绵长的海岸线上，有沙滩、有海湾、有港口，呼吸着绵软的空气，漫

步海边，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在这里体验步步皆美景的无限魅力。

从历史的长河中翻阅青岛，我们不禁发现，这座百年城市不仅蕴含着很深的

文化气息，制造了许多的城市经典，还拥有一个个独特的网红打卡地。

木栈道、黑松林、礁石、绿地、花丛，360 度看海，繁华都市中独处的悠闲，这就是小麦岛。（图 / 陈喆）

With plank walks, black pine forests, reefs, green spaces, and flower fields, Xiaomai Island is a secluded leisure place in the busy city providing 360-degree 

views of the sea.

Internet-famous sites in Qingdao



041
SAILING CITY

侣和家庭专属的浪漫空间。爱情天台

一共 6 条路，每条路都以一部爱情电

影命名，6 条路象征着爱情中不同的心

路历程，走过 6 条爱情路的 521+99 级

台阶，也代表两人走过爱情的初见、

心动、坎坷直至收获美好。整个彩虹

台阶 2/3 被刷成彩虹色，1/3 是蓝天白

云，踏过彩虹到海天相接，有种“把

你宠上天”的含义。

昔日象耳山美出新高度
位于青岛李沧区天茶山路与深圳

路交叉口的象耳山公园是李沧区一处

地标性山头公园。如今的象耳山公园环

境优美、景色宜人，园内设有主入口广

场、儿童活动广场、康有为文化广场、

国学文化教育基地、碧波揽景、悦心怡

情、绿野觅踪、登高阅胜 8 处景点，另

保存有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

有为墓原址”一处，吸引了许多市民前

来参观游览。园内各处景点经纬相错、

纵横有致、特色鲜明，构成了以青山筑

体、以文化铸魂、以活力驻形的城市综

合性公园形态。

据介绍，象耳山公园名字的由来

也很有意义。历史上，象耳山早期因其

平面形状像一只凤凰也被称作“凤凰

山”；而据有关文献记载，当年康有为

“变法”失败后，途径此山时，因从

远处看到山形像大象的耳朵，他把自己

比喻为一粒糠，认为只有藏在大象的

耳朵里才安全，于是花了 60 大洋，买

到南庄村民刘希秋 5 亩 6 分山地作为自

己故后的葬身之所，所以又被称作“象

耳山”；后因其山上多枣，周边居民故

称“枣儿山”，这个名字也被当地居

民延用下来。随着枣儿山综合治理工

作的启动和打造主题公园的人文元素，

最终选用了“象耳山公园”这个名字。

2017 年，为进一步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城市生态活动空间，建设更

海。站在旁边，可以在静谧中看时而

惊涛拍岸、时而波光粼粼的大海，别

有一番感受。

在小麦岛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

小塔楼，走过塔楼旁的长廊，一个黄

色瓦片尖顶的小阁楼就矗立在礁石旁

的海里，与周边的绿色景致相映成趣。

那是国家海洋局小麦岛海洋环境监测

站。历经岁月蹉跎，它们还保持着原

本的样子。

在这里凭栏听海，别有一番韵味。

“冰山之角”打造出一个
令人向往的爱情天台

在东海东路 52 号，一处充满了艺

术感的多边形建筑时常引起路人驻足，

这座建筑便是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

罗伯特·格林伍德主持设计的“冰山之

角”，这里的建筑意象就是海面之上的

冰山，以“山巅”为概念回应青岛的自

然景观：在那里，隽秀的崂山耸立在黄

海之滨，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刻意地模仿

自然，而是将自然景观的形象特征与空

间品质通过建筑，结合城市生活和具体

的使用功能重新加以诠释。“冰山之角”

在 2018 年被选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

新闻中心，在上合峰会结束后，海尔集

团联合世界著名的 ATB（德国宝马展

览馆设计团队）建筑团队将其改造成了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在这里可以探

寻到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家电史。

2019 年，位于“冰山之角”的海

尔·世界家电博物馆正式与大众见面。

人们只知其是汇集世界家电的研学胜

地，却不知亦是爱情圣地。“冰山之角”

面朝大海，背靠浮山，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赋予这里“海誓山盟”的象征。

为了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爱情

之地，经过长达数月的精心改造升级，

“冰山之角”打造出一个令人向往的

爱情天台，一个在美丽海滨城市中情

小麦岛步栈道
环绕全岛 360 度看海

木栈道、黑松林、礁石、绿地、花丛，

360 度看海，繁华都市中独处的悠闲，

这就是小麦岛。

来到小麦岛生态公园的入口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波光粼粼的海面，湛

蓝色的海水随着波浪起伏闪烁着点点

光芒，霎时间迷醉了双眼。 

在小麦岛上，一眼就能看到的是

两个雕塑艺术品：“海纳山容”，山与

海相辅相成，塑造成一个圆形，其中还

有云朵、海鸥等图案；“望海”，海浪

海鸥二者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半圆，呼

之欲出的海鸥造型为艺术品带来了勃

勃生机。岛上的植物以大量的草皮和原

生态乔木为主，同时种植有特色花草。

在一旁的小花圃里，林荫鼠尾草遍布其

中，像一朵朵紫色的麦穗一样迎风而

立。靠近花坛，仿佛置身于花海之中。

如今的小麦岛是一个充满着勃勃生机

的地方，顺着水泥路面往高处走去，不

时就会有花圃出现在眼前，白色、红色

的朵朵小花煞是好看。

在一座公园里，特色的路面是必

不可少的。小麦岛是南北走向的环形

岛，生态修复时，沿整个岛边修建了一

条步行道，可以 360 度接近大海。每一

段步行道的材料选择也颇费心思，有的

选用了透水性强的“中八厘”，人们光

着脚走在上面也不硌脚；有的则直接将

从海里捡来的石块铺在地面上，保持了

岛上的原生态地貌。

灰色石子铺在路面上，一个个大

小不一的像是圆形井盖一样的石头铺

在路面上，逐个踩着石头往前走，颇

有些拾级而上的趣味。再往远处走些，

走到小麦岛的最里面，在靠近大海的

那边，视线跨过围栏，便是像小小的

悬崖一样陡峭的山坡，坡上种满花草，

在花草之下就是礁石和一望无际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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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宜身宜心的休闲活动场地，象耳山改

造被李沧区政府规划为政府实事和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总投资 1.1 亿元，进

行了全面综合治理工作，包括新建园内

道路，打造主题广场，设置绿化亮化等

配套设施，进行山体修复等。

从 昔 日 的 野 山 头 到 如 今 风 景 秀

丽、绿树成荫的城中公园。象耳山公

园已成为一处环境优美、运动健身的

山头公园。

城阳涂鸦墙难掩独特艺术气质
有人说，涂鸦不仅是一种行为艺

术，更像是一座城市的印记。视觉的冲

击、色彩的碰撞、艺术的表达、个性的

符号、夸张的手法，时常让人们在茫然

中又略感兴奋。

位于城阳区双流高架桥南侧的涂

鸦墙最近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据了

解，这面墙体全长 300 余米，因为墙体

比较长，墙面有坡度，所以满足了创作

者们对“画布”不同尺寸的要求。并且

墙面不会脱落，耐风化性也强。而且，

大理石墙面不是光滑的，涂鸦喷漆时，

漆不会往下流淌，墙所处的地方还比较

安静，因此非常适合创作。如今墙面上

已经有几十幅涂鸦作品，包括了不同的

“字体涂鸦”和“公仔涂鸦”。

据了解，几年前，有关部门着手清

理墙上的小广告和印刷字，而城阳本地

的涂鸦写手们恰好看上了这面墙体，两

方经过商议，决定用涂鸦的形式对墙体

进行美化，全青岛最长涂鸦墙就此诞生。

街头涂鸦是四大嘻哈文化之一，

创作者使用一种专用的涂鸦喷漆，在街

头的墙面进行创作，看似随意的作画方

式，实则对作者的要求非常高。涂鸦写

手要对画面设计、字体结构、透视效果

等要素进行学习，并且还要仔细研究怎

样使用喷头。创作前，写手们通常要花

费大量时间设计作品，寻找创作地方，

以及准备作画材料。

涂鸦圈有句话叫作“城市发展，

需要涂鸦”，其本意是潮流文化引领

经济发展，因为不管是纽约、伦敦，

还是北京、上海，你会发现经济越发

达的城市涂鸦艺术作品也越多，这恰

好体现出一座城市对于新文化的包容

与接受能力。

石老人的神秘网红洞穴
石 老 人 是 大 自 然 千 百 年 来“ 精

雕”的一幅特殊的海岸地貌形态——

海 蚀 柱。 而 最 近 红 遍 网 络 的 网 红 洞

“冰山之角”打造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爱情天台——彩虹楼梯。（图 / 杜永健）

The Iceberg Tip creates a desirable platform for love—rainbow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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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也位于此。

这里可谓是一个网红拍照地，透

过山洞，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的“石

老人”。

这个网红洞穴同样也属于海蚀柱

地貌，因海浪的继续作用，岬角两侧的

海蚀洞被蚀穿贯通，形成顶板呈拱形的

海蚀拱桥。海蚀拱桥进一步受到海浪侵

蚀，顶板的岩体坍陷，残留的岩体与海

岸分隔开来后峭然挺拔于岩滩之上，也

可以由海蚀拱桥受蚀 , 拱顶下塌而形成

海蚀柱，由于海蚀柱形态多变 , 所以形

成了独特的洞穴形状。

在这里拍照的最佳时间是在海水

退潮之后或者涨潮之前，这时拍出的照

片犹如欧美大片。

青岛藏着一个“小希腊”
崂山有个乡村，风景独美，没有

过多的喧嚣，有着幽静恬淡的乡村生

活。蓝天碧海，海涛拍岸，绝美的海

景视角，一栋栋色彩斑斓的小洋房屹

立海边，又不乏传统的村落建筑，传

统和文艺小清新的碰撞，超凡脱俗，

这里就是——会场村。

会场村呈半岛形状，仰口湾的无

敌海景在这里展露无遗，延伸至海面

深处的断桥造就画龙点睛之笔。断桥

是摄影爱好者最钟爱的地方，海浪拍

打岸边、欣赏落日余晖，随手一拍就

是大片。

地中海蓝白风情，文艺的小店，

圣罗尼克庄园就是藏在会场村里的一

个欧洲风情小镇——圣罗尼克庄园。

整个庄园庄园占地总面积 6 万平

方米，南依崂山，北靠小蓬莱，东临

大海，环境优美，地理位置可谓得天

独厚，距仰口风景区仅 5 公里。优美

的自然景观和淳朴的民风民情，会让

你深深爱上这里。

随意找一家临近海边的咖啡馆，

看潮起潮落，树影婆娑，门前的风铃随

着风声叮叮作响，咸咸的海风扑面而

来，只一种无尽的享受。

除里美景，庄园里随处可以见到

长睫毛大眼睛的羊驼、短腿的小矮马、

乖巧活泼的小鹿……庄园里小动物会

让你瞬间爱心爆棚。

总而言之，会场村是多彩的，村

民们修建的一栋栋色彩斑斓的民居成

为当地一景，为这里添加了几分文艺小

清新范儿。

漫步在这里，你会发现，会场村

是洋气的又是传统的，传统的村落散

布在湾畔山间，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这里的村庄生活，幽静恬淡而又美好。

村中的房屋就地取材，大多由石头、

红砖、水泥盖成，穿梭于房屋间的羊

肠小道，好似走出去就会面朝大海。

这里既有异国风情的建筑文化，也有

无与伦比的海岛风光，还有齐鲁大地

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独属于青岛的韵味。

昔日的象耳山更是美出了新高度。（图 / 丁之）

Xiang’er Mountain in former times was extremely beautiful.

The beauty  of  Qingdao 
is indescribable; in this 
fascinating city,  there 

are enchanting sea scenery and 
comfortable foreign-style house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 old quarter and 
prosperous and fashionable new 
districts. Apart from the red tiles 
and green trees, golden sands and 
white sails, there are also beaches, 
bays and ports along the long coast 
line; breathing the soft air and 
wandering by the seaside to see the 
swirling clouds and flowing tide, one 
can enjoy the endless charm of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t every step.

Viewing Qingdao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y, we can find this century-
old city not only contains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produces many city 
classics, but also possesses a number 
of unique internet-famous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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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e the charm of architecture through the ages

文 /韩海燕 

穿越古今，领略建筑的魅力

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城市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名片，而历史建筑更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浓缩。

不可否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座城市的巨大财富。

历经百年的青岛，既有数量颇多、风格各异的特色建筑，也有承载着青岛历史文明的古城

建筑。岁月悠悠，穿越古今，才能领略那些独属于建筑的魅力。

成片以红瓦为顶的建筑群，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岁月流转。（图 / 姚鹏）

Rows of buildings with red tiles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i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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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独有的居住样本
如果有幸，你应该从空中俯瞰一次

青岛老城区，成片以红瓦为顶的建筑群，

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岁月流转，更滋养出

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这其中，要说的是青岛的里院。青

岛的里院建筑，融合了中国传统四合院

式和西方商住式公寓楼房的建筑特点，

“红瓦绿树”中的红瓦指的就是里院，

是青岛人自己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民居建

筑形式。

里院，由“里”和“院”构成。传

统意义的“里”有货栈的功用，商人在

沿街店铺谈完业务，就走进后面的天井

或内院看看样品；“院”更加强调了居

住功能，规模比“里”更大。

青岛那一座座依路而建的里院建

筑，像永不重复的几何图案，形状绝不

拘泥于长方形、三角形、多边形。或规

整统一，或错落有序，或是多个图形的

组合，如同“外星人”的基地，所有里

院都与街区形状融为一体。作为青岛里

院建筑最重要的特征，围绕院落的敞廊，

对于联系庭院与房间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廊架充当了中国

古典建筑中檐廊的角色，完整了“院

落——半开敞空间——室内”的空间序

列。它所产生的剧烈的光影关系以及其

承担的交通功能，都增加了庭院界面的

亲和力和进深感。

里院建筑，如同大社会中的小社会

一般，与传统的北京四合院一样，形成

了传统的居住方式和市井文化。人们在

居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亲切、和睦、

富有人情味的市井生活，形成了青岛独

特的“里院文化”。同时，里院建筑内

向性的空间布局也为丰富多彩的“里院

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外部空间

到内部庭院，再通过内廊进入居室，这

种由开敞空间到半开敞空间，再到私密

空间的渐进空间序列为居民提供了更多

的交流途径，形成了邻里间家庭式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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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

一座里院，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也蕴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不仅

是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活剧场，还是百姓

故事的鲜活绘本，更是专属于青岛的独

具样本。

暗藏中国古建筑的魅力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

赴美国拜访建筑大师赖特，赖特问及来

访目的，梁思成说：“我是来学习建筑

理论的”。赖特当即一挥手：“回去吧，

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建筑除了是建筑，它还是一场

浩大的艺术创作，更是社会文化中最巨

大的物化存在，它的每一砖、每一瓦都

显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往的文化

创造。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建筑就好

像中国人的性格，是缓和的。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中国的传统建筑都是向地面

四处有序地铺开，主次分明、均衡对称、

秩序清晰。

而最富有这一伦理精神的建筑形

式，就是中国的院子。

无论是北京四合院，还是晋商的大

院，亦或是苏州的园林，无一例外显露

的是中国人“中和内敛，不事张扬”的

处世哲学。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烈

的一个符号。青瓦粉墙、木门铜锁，记

忆里的中式院落，象征着家，象征着家

族记忆，也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温暖的一

部分。

正因此，中国人对院子的情结可谓

深入骨髓。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唐岛

湾湿地公园，在借鉴国内外知名景观公

园经验的基础上，将本土文化底蕴和自

然风貌特色相结合，令渔网廊架、特色

剪纸、海草房屋等文化元素在公园建设

中不失韵味的呈现在游客面前。

中国院子，便是潜藏在公园内的艺

术文化瑰宝。

中国院子主题定位为营造东方美

学小镇，回归中式生活园林。而绿意

葱茏的唐岛湾湿地公园，曲径通幽，

55 栋古建筑星罗棋布，水鸟翩跹，翱

翔于海湾和湖泊之间。据介绍，中国

院子一期项目占地 5.4 公顷，建筑面积

中国院子主题定位为营造东方美学小镇，回归中式生活园林。（图 / 吕建军）

The Chinese Courtyard is themed with creating a town of oriental aesthetics and returning to the Chinese lif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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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e t h e  s a i d ,  “ I  c a l l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f r o z e n 
music.”

City architecture is the name card 
of a city, while historical buildings 
encapsulat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city.

It is undeniable that architecture 
is the witness of history as well as 
a fortune of a city. The century-old 
Qingdao city has not only a great 
many of European-style buildings 
of different styles, but also ancient 
buildings carrying 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Qingdao and standing 
through the ages.

约 2.5 万平方米，由南方院子和北方院

子两部分组成。其中，南方院子占地

约 2.8 公顷，含古民居 20 座、亭台 6

座，汇聚了从江西、浙江、福建等地

迁建的明清“徽派建筑”，粉墙黛瓦，

飞檐翘角；北方院子占地约 2.6 公顷，

含古民居 24 座、亭台 5 座，多为从山

西、陕西等地迁建而来的“晋派建筑”，

厚重大气，砖雕精致。

中国院子聚焦主题，以“文创产业”

和“文旅休闲”为两翼，精准融入青

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国际旅游度假区

的功能定位。项目运营理念明确要打

造 3 个中心：文化中心，以文创产业

拉动，体验传统文化精髓；艺术中心，

植入教育培训业态，兼具博物展览；

休闲中心，吃住娱乐服务，设置亲子

互动场所。朴素的青砖，手作的木雕，

经过岁月的洗礼，古建筑细节折射出

历史的光泽。

走进中国院子，就如同翻阅一部古

建筑之书，让人深陷其中。中国院子不

仅以原拆原建的明清古建筑群落为建筑

外观，更是集民间工艺、影视文化和非

遗项目为内涵的中国文化高地。中国传

统的建筑，既没有建筑师，又没有建筑

理论著作，也没有建筑设计教科书。它

存在于哪里？它存在于活着的工匠体系

里，存在于手作的经验之中。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院落居住情

结，从来没有改变过。庭院对于中国人

而言，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让

奔波不安的灵魂得到诗意的栖居。以古

建筑为载体，中国院子将文化变得可触

摸、可体验、可消费，把古建筑的拼图

嵌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趋势，使之融入

高质量发展潮流，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座古城孕育的千年故事
仿佛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当即墨

古城揭开面纱，就在人们的脑海中留

下了深刻的历史人文印记。一边连接

着千年商都的厚重色彩，一边延续着

开放包容的城市态度。民谣节、过大

年等节庆活动大放异彩，文旅融合频

获好评，即墨古城逐渐成为人们心中

念念不忘的向往之地。

进入古城，如同穿越千年，高高挂

起的大红灯笼，街头巷尾商铺林立中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古城韵味。须臾之间，

即墨古城已然成为青岛的新晋网红、游

客必逛之地，成为青岛文化旅游的新地

标之一。

但即墨古城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

座文化交流的平台，一个市民公共的会

客厅。这里有千年沉淀的历史文化韵致，

学宫、文庙、牌坊街、鸭绿池戏台、财

神庙……一座座建筑无声胜有声，默默

传递着悠悠千古风韵。在东西门大街上，

榼子、烙画葫芦、糖画、泥老虎、官庄

竹编、大欧鸟笼会瞬间“点燃”你的记

忆。韵味十足的大鼓书唱出风趣生动的

乡音，即墨柳腔开场欢快热闹。一幅幅

场景，仿佛让你穿越回到儿时，找到那

些年曾经的故事。

即 墨 古 城 为 何 如 此 让 人 念 念 不

忘？青砖黛瓦、漆柱雕梁，一座座大大

小小的牌坊林立，麒麟石雕等栩栩如生，

工艺堪称精湛。这里，无论是文庙、牌

坊街还是学宫、财神庙，都在每一个细

节上匠心独运，不仅尊重历史，更重视

人文，每一座建筑似乎都赋予了生命，

讲述传承着千年历史。

即墨古城建筑为体、文化为魂、商

业为脉，这一座有生活温度的古城，从

一开始就定位清晰，将现代城市生活与

古城密切结合，有温度、有生活气息。

到古城，吃喝玩乐、文化非遗样样精彩，

千年古城厚重古朴又温暖开放，有历史、

有文化、有民俗、有韵致，更有人情味，

这样散发着浓浓韵味的即墨古城怎能不

让人心心念之？

众所周知，在城市的物质形态中，

建筑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青岛经历

德国、日本侵占，东西方建筑文化对

青岛的影响很大，使青岛的建筑形式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而地处

黄海之滨的青岛，又是全国较早的通

商口岸，它特有的地形、气候、文化、

历史特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

的建筑风格，达到了建筑和环境的统

一和谐，所以康有为对青岛有个传神

的描绘：“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

岛之行我们不爬崂山，也不观海，却

非常想行走在青岛的特色建筑之间，

以从另一个侧面感受和体会这个城市

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如果你的时

间充裕，应该去看看中国惟一的祝圣

教堂圣弥厄尔教堂、德国古堡式建筑

青岛迎宾馆、欧洲古堡式建筑花石楼、

丹麦式建筑风格的公主楼……漫步青

岛，你会收获很多。

青岛就是这样一座城，不大，却柔

情温婉又豪迈奔放，千千万万的故事汇

聚成了一个别样的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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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属于青岛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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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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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独属于青岛的那些“版权”你知道哪些呢？

“Copyrights” specially owned by Qingdao

随着“脸基尼”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如今已然成为欧美时尚模特走秀时的新宠。

With the influence and reputation of “facekini” constantly enhanced, it has become a new favori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ashion models on the cat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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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配”。如今“脸基尼”已经更新

到第 8 代，并走红世界。事实上，这种

由青岛人张式范设计的尼龙材质、只露

眼睛鼻子和嘴的“防晒神器”在 2012

年便已经走红网络。2012 年 7 月 8 日，

路透社将一组关于青岛女士头戴另类

防晒头套，在海水浴场游泳的照片发到

了网上，相关照片还入选了美国《时代》

周刊评出的 30 张“2012 年度最令人吃

惊照片”。美国《新闻周刊》的母公司

The Daily Beast 网站把这身行头放到了

时尚版大加点评，并采用“Face-Kini”

一词进行标注 ( 汉语直译为“脸基尼”)。

而因为这款产品，张式范也被称为“脸

基尼第一人”，因为是她第一个提出设

想、第一个进行设计、第一个找厂家生

产，也是第一个在市场上销售的。

随着“脸基尼”知名度和美誉度

的不断提高，今天已然成为欧美时尚模

特走秀时的新宠。“脸基尼”已经诞生

了 10 多年，历经了多种版本，不仅是

青岛大妈们下海游泳的必备品，也成

了年轻女性的防晒神器。更重要的是，

随着“脸基尼”的流行，许多青岛大爷

们也开始接受“脸基尼”，在夏日的青

岛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鲅鱼为何送丈人
青岛有句俗话说“鲅鱼跳、丈人

笑”。春季送几条鲜活的鲅鱼给岳父

岳母，是青岛人富含文化意蕴的古老

传统，表达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感恩和

孝顺之意。

说起这一传统习俗，其实来源于

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有

一个叫小伍的孤儿，被一位以出海打

渔为生的老人收养，收养他的老人后

来将女儿许配给小伍为妻。有一年春

天老人突然病倒，垂危之时想吃鲜鱼，

可天公不作美，天天刮大风，小伍为了

满足老人的心愿，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出

海。女儿守在母亲的身边不停地说“娘

如今，每一个来青岛的游客，都

会把喝口正宗新鲜的青岛啤酒当做旅

游体验项目之一。游客们或者到青岛啤

酒街去品尝世界各地的特色啤酒；或是

趁着一年一度的啤酒节之时，喝个痛

快。然而，这并不能代表青岛人的啤酒

文化。真正的啤酒文化是什么？也许只

是在你闲逛于市井街巷中的时候，不经

意间会留心起当地人拎着一个装有金

色液体的塑料袋，不要奇怪，那只是打

完散啤回家的青岛人。“啤酒装进塑料

袋”也因此成为青岛闻名全国的一大

怪，亦成为游客们在青岛街头巷尾感受

到的最生动的青岛土著文化。青岛大街

小巷的桶装散啤每天忙不迭地迎来送

往。青岛散啤是当日生产的青岛啤酒，

还未及装瓶装箱，就已经流进了青岛人

的肠胃中，这可是最新鲜的青岛啤酒。

青岛人喝散啤，可以围小桌坐马扎、一

盘炒蛤蜊或是一碟花生米，推杯换盏中

增进感情；也可以打酒回家，一个塑料

袋拎上三五斤酒，做几个小菜独饮；还

有嘴馋的，塑料袋儿系严实了直接拿吸

管儿扎穿了嘬着喝。

大妈海里为何戴头套
每年夏季，青岛的各大海水浴场

可谓是“人山人海”，这其中有一道风

景尤其引人注目——一位位身着泳装

的大妈头戴图案和颜色不一的头套在

海水里自由“驰骋”。于是，许多游客

很好奇，“这戴的是什么？”“有什么

作用？”

这类被游客们津津乐道的头被称

作“脸基尼”。自 2006 年第 1 代“脸基尼”

诞生开始，这种只露出眼、鼻、口的防

晒、防海蜇面罩转眼间成了青岛海水浴

场的特定标志，成为青岛海边一张时尚

的名片，任何时间来到这里，都会与“脸

基尼”相遇。这种蒙面略带“恐怖”的

装束，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泳装的视觉印

象，却成为青岛中老年游泳爱好者服饰

啤酒为何装进塑料袋
就像瓷器使人想到中国，樱花使

人想到日本，牛仔使人想到美国一样，

在中国，啤酒一定会让人想到青岛。

所以，有人说，在青岛，有两种

泡沫是最多的。一种是海水的浪漫泡

沫，另一种则是青岛啤酒的激情泡沫。

如果你在青岛，不洗一次海澡，不“哈”

一瓶啤酒，那你的青岛之旅一定会有些

遗憾。到了盛夏，啤酒的香气弥漫在青

岛的大街小巷，时常会在路上看到手里

提着装满啤酒匆匆而过的人，或者在街

边围坐豪饮的人……这酒香飘过百年，

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性格之中，只需

一杯啤酒，就能品味出城市的脾性来。

每年 8 月，啤酒浓郁醇厚的麦香

味飘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也预示

着啤酒节的如约而至。如同青岛啤酒精

心酿造的醇香一样，啤酒城为我们酿造

了一个充满激情的乐园。作为青岛国际

啤酒节的主要举办地和重要载体，啤酒

城这一激情的坐标对今日啤酒节的声

名远扬有着突出而特殊的贡献。在啤酒

节从最初的“自斟自饮”“自娱自乐”

逐渐成长为“海纳百川”“五洲同乐”

的盛大节会和充分彰显城市活力与激

情的靓丽名片的过程中，啤酒城也将自

身的功能设置从最初的简单提供饮酒

的地方转变为集饮酒、娱乐、休闲、旅

游、品牌展示、经贸和文化交流为一体

的多功能快乐之城。如果说，青岛国际

啤酒节已然成为一个品牌，那么，“青

岛国际啤酒城”同样也已经成为一个世

界知名的品牌，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世

界著名的冰爽啤酒，还可以观看狂欢巡

游、大型综艺演出、摇滚之夜等丰富多

彩的文化节目，并体验嘉年华、城市漂

流水上乐园、国际大马戏等娱乐活动。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青岛街头巷尾的啤

酒屋畅饮。在庭院棚子的小木凳上，相

聚而坐，大碗大碗饮酒、天南海北聊天，

格外悠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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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娘，你先别咽气，小伍一会儿就回来

了”。老人听后点点头，说：“好孩子，

难为小伍了，罢了，罢了……”话没说

完，老人就咽了气。就在此时小伍拿了

一条大鲜鱼跑了回来，可老人已经去世

了，夫妻二人悲痛欲绝，抱头大哭，只

好把鲜鱼做熟后供在老人灵前。

从那以后，小伍夫妻每年都要在老

人的坟前供上这种初春刚捕到的大鱼，

并按老人临终前口中念叨的“罢了，罢

了”为这种鱼起名为“罢鱼”，即鲅鱼。

“鲅鱼跳、丈人笑”，春天送鲅鱼

孝敬岳父岳母就这样积久成俗，流传至今。

按照沙子口当地的习俗，“鲅鱼礼”

要分为送鲅鱼和吃鲅鱼两个环节。送鲅

鱼体现的是孝道。开春时，小伙子会精

心挑选份量足、个头大的鲅鱼送给未来

的老丈人，以讨得老丈人欢心，早日将

媳妇娶回家。结婚后，女婿则会和媳妇

一起回娘家送鲅鱼。每年春汛开始，作

为小辈的儿女们总是抢先买来鲜活的鲅

鱼送给老人。此时，有着“鲅鱼之乡”

美誉的崂山区沙子口便成为人们关注的

地方，人们争相打探，什么时间鲅鱼上

市。第一时间赶去买上一份“鲅鱼之礼”

高高兴兴地带回家以尽孝道。

吃鲅鱼，则体现了老人对子女的关

爱和祝福。收到鲅鱼后的长辈会在第一

时间将鲅鱼烹饪成美味的鲅鱼菜，其中

必有鲅鱼丸子、鲅鱼水饺、炖鲅鱼等几

道菜，再配以茼蒿（谐音“同好”）、

豆腐（谐音“福”）等菜，寄托子孙同

好、有福的吉祥祝福。后来，人们还利

用鲅鱼加工工艺，制作出别具一格的鲅

鱼菜品，其具有用料讲究，做工精细，

善于调味，烹调技法精良等特点。

据了解，每年从沙子口上市的鲅鱼

占整个青岛市场销量的 70% 以上，因

此沙子口有“鲅鱼之乡”的美称。鲅鱼

礼俗则以鲅鱼为载体，传递亲情，传承

孝道，蕴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基因，是

沙子口人孝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今，鲅鱼礼俗对于传承孝道、增进亲情，

增加区域文化认同感，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鲅鱼

礼俗中的各种鲅鱼菜，还成为海洋饮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民俗

和文化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发扬这一文化遗

产，沙子口当地制定了“鲅鱼礼”的

保护计划，并于 2005 年开始举办“鲅

鱼之礼”“鲅鱼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带动当地渔民增收致富，并大力弘扬

孝道文化，使沙子口成为远近闻名的

孝道之乡。

经过多年的宣传推介，沙子口鲅鱼

节已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尤其是鲅鱼节以及“鲅鱼之礼”所承载

的孝道文化更成为了青岛一道浓浓的人

文风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

效应。更进一步提升了沙子口鲅鱼节的

文化内涵，大力弘扬鲅鱼之礼承载的传

统孝道，吸引着市民和海内外游客走进

沙子口，品鲅鱼美味，赏山海风光，感

受人文风情。沙子口鲅鱼节已列入青岛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Qingdao, a coastal city 
situated by the blue sea 
under  the  azure  sky , 

can be precisely described as a 
city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This is a low-key city 
that can make people feel reluctant 
to leave, where there are not only 
ancient red tiles and green trees, 
but also magnificent mountains 
and waters. Admire the beauty of 
blooming flowers in warm spring, 
swim in the sea in hot summer, see 

colorful leaves in early autumn, 
and enjoy the snow scenery in late 
winter, different day and night 
scenes as season changes get you 
indulged.

However, do you know any of 
the “copyrights” specially owned by 
Qingdao? Why is beer put in plastic 
bags? Why do the elder ladies 
wear hoods in the sea? Why does a 
man give Spanish mackerel to his 
father-in-law? Why are girls called 
“Xiaomaner”?

姑娘为何叫小嫚儿
青岛方言中把年轻的女孩习惯性

称为“青岛小嫚儿”。青岛小嫚儿，是

古老山东文化中的一支青年女性族系，

活跃于青岛以及周边地区。要特别注意

的是，嫚儿，一定要带儿化音，没有“儿”

字就显的不那么地道。

也 有 部 分 历 史 记 载 :“ 小 嫚” 其

实是土洋结合的产物，最初的叫法是

“大嫚”，源于德语中的“dman”一

词，此词在德语中正是女性的意思，

与德国占领青岛的历史有关。小嫚通

常是表示 14 岁到 28 岁之间的年轻女

性的代称。

而随着历史演进与人口迁徙，青岛

小嫚儿也出现了各个分支，识别分支的

方法仍旧是口音。包括即墨小嫚儿、崂

山小嫚儿、李沧小嫚儿和西镇小嫚儿。

她们与主体小嫚儿的口音略有不同，总

体平仄起伏颇为相似，却有不同风韵。

但不管怎样的改变，青岛小嫚儿的

叫法依然存在。据介绍，从明清两朝到

改革开放，青岛小嫚儿在历史的激荡中

稳稳固守着青岛这片土地，并从中生养

出一种小嫚儿文化。

时光流转、四季更替，属于青岛的

那些故事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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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丽天大酒店隶属于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的国有全资四星级酒店。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 CBD 商圈，东临市政府，西接八大关风景区，南面浮山湾奥帆中心，

北依湛山寺森林公园，集商务、会议、餐饮、娱乐、度假于一体，是商务差旅、休闲旅行住宿的极佳选择。
酒店曾作为 2008 青岛奥帆赛、2018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媒体接待酒店及
2019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官方惟一接待酒店，成功完成接待任务，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记者的一致好评。

酒店秉承“顾客至上，诚信经营”的服务理念，以“丽天碧海，温晴之家”服务品牌为核心，先后荣获

“2017 年携程网最佳酒店餐饮奖”“2018 年最受欢迎度假酒店第一名”。

酒店荣获了“2017 年度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2017 年度山东省饭店业协会优质服务创新单位”

“2017 年度青岛市饭店业金星奖”“2018 最佳商务酒店奖”、 2018“中国服务”饭店品牌优秀单位、

“山东省饭店业商务饭店 40 强”“2018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优秀服务单位”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先进单位”“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食品安全保障企业”

“2019 年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先进单位”

“ 改革开放 40 周年青岛市旅游饭店金星奖”等多项荣誉，

在青岛酒店行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会议室自助餐厅

大堂吧 商务面海套房

宴会包间

精品双床房

多功能厅

精品亲子超大床房

LITIA
N

 H
O

TEL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87 号

总机：0532- 83888888  
订房：0532- 83999799   
订餐：0532- 839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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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响响

有道是：冬天从这里夺取的，春天总会交还给你。

五月的春，比三月和四月少了几分青涩，多了几分热烈。枝头抽出的新芽已不那么

稚嫩，耳边不绝的鸟啼声在向人们传达着春天的讯息。如果有那么一条公交线，能够串

联起青岛的城市风景，想来也足够惬意。恰好，青岛都市观光 1线就是这样一条有特色

的公交线路，它穿梭于城市，又跨越了山海，让人们将青岛的山海风光一览无余。双层

巴士所独有的视角，更让人欣赏风景有了全新的角度。

一路欢笑，一路畅快，在沿途的风光中赞叹着青岛那些令人折服的美景。当你坐上

这趟公交车，你会回味青岛的景色；你会留恋着山海的风光；你会对青岛重新定义，换

种方式拥抱春天，或许，踏上这趟公交车，便是个不错的开始。

青岛都市观光 1 线是一条特色的公交线路，它穿梭于城市，又跨越了山海，让人们将青岛的山海风光一览无余。（图片提供 / 青岛公交集团）

No. 1 sightseeing bus in Qingdao has such a distinctive bus line that crosses the cit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letting people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wonderful scenery 

b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Wheel "marks" across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跨越山海的车轮“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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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相遇”的浓浓惬意
青岛都市观光 1 号线从火车站长

途汽车站启程开往栈桥，沿着海岸线

一路行驶，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能看

见被微风轻拂的朵朵浪花追赶着向前

跑去。远处的一点一线慢慢清晰，逐

渐变为了一阁一桥。有人说栈桥是青

岛的标志，实际上它更多的是青岛人

的情怀，游客眼中的“经典”。桥身

从岸边一直延伸向广阔无垠的大海里，

如同“长虹远引”，尽头便是著名的

回澜阁。而空中翩翩起舞的海鸥更是

令游客驻足无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

们仿佛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对

于它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能对于游人也是如此。远处的小青

岛与其隔海相望，在慢慢行驶的公交

车上，欣赏着别样的城市气息。

沿海一路前行，便途径有名的鲁

迅公园。1929 年日本第一次侵占期间，

将此地的黑松林带改建为“曙滨公园”。

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改称“海滨公园”。

青岛工务局邀请农林事务所规划设计，

由中国著名园艺家葛敬应先生借其抱

岸环海的自然环境，依势造型，辟建

而成。在莱阳路临海崖坡上砌石铺路，

修筑亭阁，以青松为被，以冬青为篱，

辟建花畦，修筑小型挡浪坝和 3100 米

长的石基路面。1950 年，为了纪念鲁

迅先生，经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批准，公园改名为“鲁迅公园”。同时，

对公园进行整修，铺设园路、补装台阶、

维修观景亭，将原来的木质牌坊底座、

立柱改为石质，补装台阶，牌坊顶部

的吻兽改和平鸽造型，开创了在古建

筑上采用新的动物造型的先例。沿公

园正门的石径而下，鲁迅塑像矗立在

圆形的花畦之中。石径两侧青松成排，

迎面为岩礁和大海。岩礁上部褚红，底

部灰褐，在大海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熠

熠生辉，因而每天会有新人来此拍照，

以海天为幕，留下永恒誓言。坐看云

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任凭潮起潮落，

无论是在园中曲径漫步，还是坐在礁

石之上观潮，鲁迅公园都是最佳去处。

走过栈桥，经过鲁迅公园，便来

到了南海路站点，这里，就是能与大海

亲密接触的第一海水浴场。你是否还

记得第一次与海相遇的情形？还记得

第一次在海边踏浪是什么时候吗？徐

徐的海风轻拂过你的脸颊，深吸一口

气海的味道扑面而来，眺望海天相融，

正值夕阳西下时分，那一轮暖阳散发

出的金色光芒将海天映射的神采奕奕，

不禁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

有几回见！”而细软的沙滩则让你回

忆起童年的种种乐趣，忍不住与孩群

一起拿起小铲与小桶，参与到沙滩城

堡的建设中，在嬉笑声中、在追赶的

脚步声中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小时候，

奥帆中心是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举办地，在此伫立凝望海面上随风飘摇的“孤帆远影”，仿佛还能看见当时百舸争流、激烈角逐的盛景。（图 / 陈喆）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was the site of the 2008 Olympic Sailing Competition and Paralympic Sailing Competition, where one can stand and see “lonely sails and 

distant shadows” swinging with the wind on the sea as if he could see the magnificent scene of hundreds of boats in fierc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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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被海浪裹携到岸边的贝壳，如

寻到的宝藏般珍贵迷人。

“磅礴大气”成为青岛的代名词
走过第一海水浴场，仿佛是与青

岛老城区亲密接触的完结。穿行于城

市的青岛都市观光 1 线并没有停歇，

更是向下一站进发，从老城区进入新

城区，蓦然回首令人回味，展望远眺

更让人期待。

每座城市都有它标志性的景点或

景观，让人们提到这座城市脑海中就立

马浮现出这个地方，五四广场便是每

位来青岛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标性景点。

阳光明媚的白天，迎面吹来温煦的海

风，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让人们的心也

跟着静下来，随着海面上的船影浮动，

好奇着诗与远方。夜晚则截然不同，

当灯光秀亮起，标志着城市的夜生活

就此启动，这里变身时尚前沿、新晋

网红打卡地，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与五四广场隔海相望的奥帆中心，

是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举办地，

在此伫立凝望海面上随风飘摇的“孤

帆远影”，仿佛还能看见当时百舸争

流、激烈角逐的盛景。这里是观海胜

地，长长的情人坝伸入海中，当夕阳

余晖与洁白灯塔与海天一色相遇时，

将融汇成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精美画

作，若此时再来一两支小船为伴，更

为这静态美平添一份生气。暮色降临，

对岸高楼的灯光秀逐一亮起，这里便

又成为绝佳的观景平台，随手一拍即

是大片。

走过五四广场和奥帆中心，让你

已然对青岛定义为“磅礴大气”，那么

来到银海游艇俱乐部的站点，你将有

新的发现。在地理学概念中，讲到高

度的时候，都离不开“海拔”这两个字。

而“海拔”中的“海”在哪里？“海平面”

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在这里，你可

以亲眼目睹中国海拔的零基准点，亲

身感受 “高度从脚下开始”的美妙感觉，

一切都从“零”开始。作为综合性景区，

地理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在这

里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雕塑建筑。

不仅如此，游客还可以随着帆船出海

游玩，感受大海的宽广与深邃。

想去南极看企鹅？太远！想去北

极看北极熊？太冷！那来极地海洋世

界吧，在企鹅馆，你能看到平日里彬

彬有礼的企鹅们活泼可爱，时而跳入

水中畅游，时而在岸上对前来看望它

们的游客打招呼。在鱼游浅底的海底

隧道，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海豹在头顶

游过，亦是一种别致的享受。剧场里，

海象、海狮、海豚的表演更是令游客

捧腹，没想到在场馆里高冷严肃的海

洋动物竟然还有如此俏皮的一面，而

美人鱼在色彩斑斓的鱼群中翩翩起舞，

五四广场是每位来青岛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标性景点。（图 / 杨雪梅）

May Fourth Square is a landmark scenic spot where all tourists will definitely visit during their tour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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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轮美奂的场景令人久久不愿离去。

梦幻浪漫的海洋场景、憨态可掬的海洋

动物、欢乐无限的剧场表演，已经让这

里成为全国海洋影视题材作品拍摄首选

地，就算不拍电影只拍照，也能让你在

朋友圈精彩一次。

在青岛海滨雕塑园中，举目远眺，

首先吸引注意的是大海与沙滩。福至

心灵，灵心浅笑，周遭绿松扰扰，海

浪滔滔。青岛都市观光 1 线所经过的

海滨雕塑园总能让人沉浸在美景之中。

随意在海边走走，任海风呼啸而过，

似礁石任海浪拍击。时而踩在潮湿的

沙滩上，时而走在广场上。观远处，

群山云雾缭绕；看近处，青松翠柏不倒。

再仔细看一看，不同的雕塑分布在广

场上，各有意味。

青岛，跨越山海爱上你
如果我们把这条绵长的海岸线比

作一条项链，那么连接市区和著名崂山

风景区的石老人，就是项链上最耀眼的

一颗明珠。在站立了无数个世纪的石老

人背后，坐落着生态超然的石老人观光

园。观光园面向碧波万顷的大海，背依

起伏连绵的崂山，碧海蓝天，山峦叠翠，

植被郁郁葱葱；登山远眺，山海风光尽

收眼底，海天一色、云影波光蔚为奇观；

山风徐来，绿意盎然，云生雾起时，山

海相融，宛若仙境。

从石老人出发，沿着香港东路往

崂山方向一直走，就接上了新崂山路，

一路上听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呼吸

清新的海风，看着远处瑰丽的山景和

近处繁花似锦、绿树成荫，“大美崂山”

似在不远处召唤。一步一景、海天相接，

好不惬意。提起崂山的沙子口，给大

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是青岛的海鲜

之乡，殊不知，除了海鲜，在沙子口

的海岸线上，也散布着让人流连忘返

的自然风光，以及浓厚的文化底蕴。

与青岛南部沿海风光不同，沙子口的

海滨风光，因与渔港有关，而多了不

少人文的气息，春天封海之前，这里

的海上依旧繁忙，渔船往来如织，海

鸥也在此兜兜转转，看是否有机会叨

一条小鱼溜之大吉。

春季的崂山早已悄悄冒出新绿，

恍然间，脸颊似被一阵清风拂过，仿

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温柔地捧起一

束杏花，在鼻尖逗留片刻，清香暗送，

又笑盈盈走开。这一缕春风如仙子，玉

袖轻拂仙指一挥，花便已盛放，梨花

如初雪飞渡，桃花绽开如初恋，谁曾

见过春风？你我都不曾，但见桃红梨

白，杏花吹满头，世间美好如期而至。

在山间小径上行走，石缝中潺潺流淌

的溪涧，倒映着山的青翠、树的新绿，

却又清澈见底，随着春风步入闲适宁静

的桃花源，愿沉醉在山林间，与这浑然

天成的自然美景为伴。

一趟跨越山海的公交线路，每一

站都是独特的风景，每一处都有独特的

惬意，在日上三竿或者是温暖的午后，

你大可尽情拥抱属于青岛的春日，这

里，便是最美的起点，也终将到达最好

的终点。

Sp r i n g  i n  M a y  i s  m o r e 
mature and ardent than 
that in March and April. 

The new buds are not that tender, 
and the endless birdsong brings the 
message of spring to people. If there 
is a bus route linking the cityscape 
in Qingdao, it will be so pleasant. 
No. 1 sightseeing bus in Qingdao 

is such a distinctive bus line that 
crosses the cit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letting people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wonderful scenery 
by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The double-decker bus allows the 
passengers to enjoy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from a brand-new unique 
perspective.

如果我们把绵长的海岸线比作一条项链，那么连接市区和著名崂山风景区的石老人，就是项链上最耀眼的一
颗明珠。（图 / 刘同福）

If we compare the long coast line to a necklace, Shilaoren connecting the downtown with the 
famous Laoshan Scenic Area is the most dazzling pearl on the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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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ling City” reproduces highlights

“帆船之都”再现亮点

帆船，无疑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图 / 王勇森）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ailing injects new vitality to this city.

文 /韩海燕 

青岛，随着帆船运动的发展上演着一次次蝶变。

如果想深入了解“帆船之都”，那故事还要从头开始。

青岛不仅是中国现代帆船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新中国水上运动发展的摇篮和重要基

地，帆船运动伴随着青岛而不断发展。打造“帆船之都”，青岛可以说是拥有了天时、地利、

人和 3个要素。

早在 1904 年，青岛皇家帆船俱乐部就在青岛举办了帆船比赛，这是全国最早关于帆船

运动的历史记录，因此，“帆船之都”的底蕴是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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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青岛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成

功举办，彻底点燃了这座城市对帆船运

动的热情，成为青岛帆船运动发展的里

程碑。后奥运时代，青岛市政府高度重

视帆船运动的发展，将打造中国“帆船

之都”，推动帆船运动发展纳入城市发

展战略。对青岛来说，帆船已经不仅仅

是一种最具标志性的海上运动，更多的

是一种拼搏进取的内在动力，被赋予了

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与此同时，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

赛的成功举办也给青岛留下了一笔宝贵

的奥运财富。中国帆船帆板竞技项目不

仅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2008 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举办场地青

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也成为青岛的标志

性景观，将奥运文化与城市形象有机结

合，形成了“帆船之都”城市品牌传承，

推动了青岛文化观念、市民素质和城市

管理的革新。

因此，奥帆赛后，传承奥运文化遗

产，打造“帆船之都”成为青岛的主旋

律之一。2009 年，中共青岛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帆船运动发展的

意见》，青岛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和历次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均明确提

出进一步打造“帆船之都”、提升“帆

船之都”城市品牌影响力的要求，从城

市发展的全局思考和审视青岛帆船事业

的发展方向，强化帆船运动在城市发展

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于是，一场接一场顶级帆船赛事

在这里上演，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帆船爱

好者在这里狂欢。全球规模最大的业余

环球航海赛事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被誉

为“海上 F1”的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

奥运级别的世界杯帆船赛、由青岛创办

的国际城市俱乐部帆船赛……青岛已成

为亚洲地区承办国际赛事最多的城市。

在引进赛事的过程中更是不断加强了与

国际帆船运动界的交流，使青岛帆船运

动的整体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

助推了“帆船之都”扬帆远航。

与此同时，一系列自主品牌赛事

活动也日益成熟，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市长杯”青岛国际帆

船拉力赛、青岛国际帆船赛、青岛国

际 OP 帆船训练营暨邀请赛等帆船赛事

活动吸引着众多帆船爱好者参与其中，

青岛逐渐成为各类高端帆船赛事的集聚

地，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时间迈入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

上致辞时指出，“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

船之都’”。世界帆联主席在中帆协年

会上盛赞“青岛模式”。

而帆船，无疑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

的活力。“帆船之都”早已成为一张亮

丽的名片，它向世人展示着青岛独特的

魅力，更以一张张风帆为翅膀，随着大

海的迈动，让“帆船之都”扬名世界。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

记王清宪曾就青岛体育工作先后作出了

“体育事业要发展，体育产业也要发展，

青岛体育，大有可为”和“持续发力，

推动体育复苏”的指示批示。

2019 年，青岛相继出台了《青岛

市帆船事业和“帆船之都”品牌发展十

年规划（2019-2028 年）》与《青岛市

运动帆船注册管理试行规定》，举办了

2019 年第十一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

国际海洋节、2019 第四届“远东杯”国

际帆船拉力赛等7项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节庆活动，持续开展青少年及全民帆船

普及活动，为进一步推动帆船事业、帆

船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0 年，“帆船之都”城市品牌

建设将以《规划》《规定》实施为引领，

向法治要规范，向平台要发展，向市场

要效益，助力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培

育帆船产业发展新亮点，探索后奥运时

代青岛“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崛起

新路径，将“帆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

的成果惠及广大企业和市民，助力青岛

体育在全市乃至全省开放发展大局中走

在前列，成为先行军、桥头堡。

以法治化为引领，
深化业务流程再造

法治化建设是青岛帆船运动发展

的重要保障，可以通过深化业务流程再

造，让更多的政策办法落到实处，惠及

企业百姓。

一是将好事办好，以智慧化、便

民化举措实现流程再造。通过推进《青

岛市运动帆船注册管理试行规定》行业

自律性文件落实，开发线上注册备案系

统，推行一站式、无接触审核，让从业

者少走路、让数据多跑腿。同时积极拓

展“欢迎来航海”全民帆船公益体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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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动感青岛 ashion 
Dynamic QingdaoF

信预约程序功能，开展“帆船进社区”

活动，将公益体验与知识宣讲结合，将

公益体验名额通过“码上办理”便捷方

式普惠市民百姓，扩大城市帆船人口，

培育市场消费群体；二是探索出台帆船

产业发展常态化促进支持政策。坚持开

门纳谏、广开言路，召开帆船从业者意

见征求座谈会，逐条逐项认真梳理反映

问题，建立推进落实台账，对于当前能

解决的马上解决，对于有难度的抓紧研

究办理。并积极争取 2020 年设立青岛

市帆船赛事节庆活动引导扶持资金，出

台资金管理办法；三是推动《青岛市帆

船事业和“帆船之都”品牌建设十年规

划（2019-2028 年）》分解落实。对《规

划》所列目标和责任单位进行梳理，建

立《规划》任务分解台账，发相关区市、

会办单位，按照规划责任目标细化落实，

制定路线图、时间表，做好工作督查。

持续推进帆船基础设施谋划和攻坚，对

青岛市公益性帆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梳

理，会同相关区市、市直部门、有关专

家就码头规划建设推进过程中的有关事

项进行交流，对难点、痛点、堵点深入

剖析，并就规划中 2023 年所列码头设

施实地调研论证。

以平台化为支撑，建平台用平台
通过建平台用平台，在赛事培育、

体育消费、区域融通、帆船普及等方面，

加大惠企利民力度，实现帆船运动与城

市生活的有效衔接。

一是当好“店小二”。秉持服务意

识，打造国字号、省字号帆船产业示范

项目（单位）孵化器。以青岛国际帆船

周·青岛国际海洋节、“远东杯”国际

帆船拉力赛两大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为头雁带动，支持、培育国际名校帆船

赛（中国·青岛）、“上山下海”企业

帆船联赛等群雁争创国家级、省级示范

项目，形成“头雁带动、雁阵跟进”的

良好发展格局，厚植自主品牌帆船赛事

脱颖而出、加速成长的“热带雨林”； 

二是当好“宣传员”。着眼于企业复工

复产需求和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以“帆

船之都”融媒体传播为依托，探索开发

帆船线上培训云直播等体育新业态，利

用企鹅体育、优酷、PPTV 电视等流媒

体大数据平台，构建“互联网 + 帆船”

应用矩阵。支持引导从业者成立产业开

发协作体，按照体育行业规范，对从业

机构、帆船器材和从业人员规范引导，

建立统一、自律、有序的市场化赛事和

培训体系；三是当好“操盘手”。围绕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委市政府

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战略，青岛、烟

台、威海、潍坊、日照半岛 5 市联合发

起成立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举办

2020 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依托青岛、

深圳、大连、宁波、厦门时尚体育城市

“帆船之都”早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它向世人展示着青岛独特的魅力。( 图 / 郝孝舜）

“Sailing City” has become a wonderful name card which shows the world the unique charm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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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合作机制，谋划环中国海帆船拉力

赛。在运作模式上，政府搭建平台、把

握方向，社会主体运作、市场办赛，实

现宏观政策引领与微观市场行为有效结

合；四是当好“培训师”。扎实推进“帆

船运动进校园”第 3 个五年规划实施，

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帆船培训俱

乐部进校园，在帆船特色学校开展“帆

船理论进课堂”培训和海上实操培训，

委派专业帆船教练授课，举办教师培训

班提升师资水平，举办青少年帆船知识

竞赛和 2020“市长杯”青岛市第 14 届

大中小学生帆船比赛，组织青少年、教

练员参加国内外赛事、交流和培训，激

发青少年学习帆船理论和参与实操培训

的积极性，推进青少年帆船运动普及。

以市场化为方向，强化“双招双引”
面对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和

服务转型的新机遇，以市场化为主导方

向，让市场化在帆船产业发展中充分发

挥决定性作用，让多元主体在青岛帆船

运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两

条腿走路，双管齐下提升市场开发效能。

用足用好青岛市体育资源IP交易平台，

推介好的帆船赛事活动项目上线招商引

资。结合全年帆船赛事活动主线，积极

对接社会影响力大、行业关联度高的企

业品牌，主动招商、精准招商，力争全

年新增合作品牌 6 至 8 家，经常性合作

品牌突破 30 家；二是尊重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商协会在“帆船之都”品牌市

场化、产业化方面的杠杆作用，推动产

业链招商，以企招商，以商招商。与青

岛市社会组织行业协会、连云港商会、

烟台商会、正和岛等 6 至 8 家协会组织

建立紧密联系协作机制，让商协会变客

为主，从“帆船之都”品牌发展的门外

人变为自己人； 三是打破行业壁垒，

促进帆船与文创、旅游、商务、会展等

多业态的融合发展。例如，通过组织时

尚体育季文体展演、荧光跑、奥帆美食

花园、白色浪潮音乐节、奥帆燥物节、

打卡时尚地标等一系列好玩好看、市民

游客参与性强的文体、旅游、餐饮项目，

打造具有鲜明时尚体育特色的夜经济产

业链。使体育创意赋能城市发展，与琴

岛通、青青侠等文创平台深度嫁接，以

上下游产业链条开发提升“帆船之都”

品牌受众度。并积极开发体育旅游精品

项目，融入市旅游产品推介目录。 

2020 年是全省“重点工作攻坚年”，

围绕全市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和全局六

大攻坚战、四大阵地战工作部署，青岛

帆船产业发展将以三化为载体，攻坚克

难、勇于创新，在国际化的基础上，推

进帆船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帆

船之都”城市亮点，助力体育强市和国

际化大都市建设。

青岛市体育事业“十四五”
 规划等你建言献策

2020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

之年。日前，青岛市体育局已成立以青

岛市体育局局长车景华为主任的《规划》

编制委员会、《规划》编制工作专班、

2020 is the critical year for 
priority work in the whole 
province ;  centered on 

seeking breakthroughs in building 
the world-renowned “in” city and 
six major tough tasks as well as the 
work arrangement of four major 
position battles, Qingdao sailing 
industry takes institution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procedural 
m a n a g e m e n t  a s  t h e  c a r r i e r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v e r c o m e s 
difficulties, makes innovations, 
p r o m o t e s  h i g h - q u a l i t y 
deve lopment  on  the  bas i s  o 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stantly 
reproduces  h igh l ight s  o f  the 
“Sailing City”, and sup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ports city 
and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building of the “Sailing 
City” brand takes relevant plan 
and rule as the guide, and achieves 
standard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through 
p lat forms ,  and benef i t s  f rom 
the market, so as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into a 
world-renowned “in” city, foster 
new highlights for sail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explore new paths for 
the building and rise of the “Sailing 
City” brand in the post-Olympic era, 
deliver the brand-building benefits 
to the vast number of enterprises 
and citizens, and support Qingdao 
sports to become an forerunner and 
bridgehead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open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and 
even the province.

《规划》编制顾问委员会、《规划》编

制项目组，并积极筹建《规划》编制专

家指导委员会，确定了规划编制流程。

为有序推进青岛市体育事业“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和公开决策贯穿《规划》

编制工作全过程，现向社会各界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

可围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社会体育、足球运动、帆船运动

6 大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共同参与

“体育蓝图”绘制工作，为打造“开放、

现代、活力、时尚”的青岛国际时尚城

凝聚更大的体育力量。如有意见和建议

可于 6 月 30 日前进行反馈。

建言献策参与方式一：在“青岛市

体育局”官方微信平台的对话框中回复：

“建言献策”+“群众体育等六大意见

建议方向之一”+“意见建议内容”。

建言献策参与方式二：以邮件的

形式反馈至青岛市体育局公务邮箱：

qdstyjxcyx@qd.shandong.cn（邮件统一标

题为“建言献策”+“群众体育等六大

意见建议方向之一”，正文为具体意见

建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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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青岛人靠海吃海，可以用“活色生香”来形容。（图 / 摄图网）青岛人靠海吃海，可以用“活色生香”来形容。（图 / 摄图网）

Qingdao people live on what the sea provides and enjoy the fresh seafood.Qingdao people live on what the sea provides and enjoy the fresh sea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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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的五月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7

个节气，人们习惯上都把立夏当作温

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

农 作 物 进 入 旺 季 生 长 的 一 个 重 要 节

气——立夏的到来，意味着春天的结

束，也是夏天的开始。

都说“千补万补，不如立夏一补”，

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各地的立夏美

食也是琳琅满目的。旧时在立夏这天，

宁波一带的乡间会用赤豆、黄豆、黑豆、

青豆、绿豆等五色豆子拌上白粳米，

煮成的“五色米饭”称之为“立夏饭”，

寓意“五谷丰登”。立夏蛋也是立夏

这天的经典食物，长江以南的汉族人

民有吃立夏蛋的习俗，一般是在立夏

的前一天用茶叶或者胡桃壳煮鸡蛋，

满屋子氤氲着香喷喷的味道，让立夏

节气显得格外温馨。在江苏和安徽一

带，每年立夏这天都做乌米饭，当地

人将南烛叶洗干净后煮半小时，再过

滤出叶汁加到糯米中小火慢煮。在湖

南耒阳，家家户户都要在立夏这天用

瘦肉、粉丝、糯米丸子、红枣、猪杂、

干笋、红枣、豌豆、豆芽等十多种食

材和大米一起熬煮立夏粥，香气四溢

的粥，让人久久回味。立夏粿则是江

西弋阳一带立夏节气的特色食品，各

家各户都会在这天煮一大锅吃一整天，

当地人将米蒸熟后揉烂再搓成小团子，

加入豆芽、豆干、虾皮、豌豆之类的

食材一起煮成的“立夏粿”也叫立夏羹，

相传吃立夏粿表示送春迎夏，品种越

多就表示春收越丰富、喜庆有余。而

闽南家家户户会用新鲜的虾子、青菜、

猪肉和油面一起煮成虾面供全家食用。

福州人在立夏这天吃的鼎边糊又称锅

边糊，是用米浆涮锅边，再加入虾米、

木耳、苋菜、香菇、花蛤等做成的风

味小吃，煮鼎边糊在当地也叫“做夏”。

“小满温和夏意浓，麦仁满粒量

还轻。”小满时节，夏熟作物的籽粒

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叫“小

满”，这时候天气已经渐渐闷热，饮

食上也要注意。

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

一，苦涩带甜、新鲜爽口、营养丰富，

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能。人们

常常把苦菜焯水烫熟，佐料以盐、醋、

辣油或蒜泥凉拌，清凉辣香的口感使

人食欲大增。苦菜用来做汤、做馅、

热炒、煮面也各具风味。苦瓜也是夏

季时蔬中营养丰富的佳品，未熟嫩果

作蔬菜，成熟果瓤可生食，既可凉拌

又可炒肉、烧鱼，清脆爽口的口感别

有风味。此外，蒲公英也是一种营养

丰富的蔬菜，具有清热、解毒、止泻、

利胆、保肝、健胃、降血压等作用。

为了减少蒲公英苦味，人们常常在将

其洗净后用开水或盐水中焯 5 至 8 分

钟，然后泡在水中数小时将苦味浸出

冲洗干净，再煮汤或熬粥。

五月青岛之活色生“鲜”
一座山而知风物，以一片海而知

民情，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系，滋

养着青岛，孕育出山海间的美丽和富

饶。青岛，山海相依，活色生“鲜”。

地处太平洋西岸、黄海之滨、山

东半岛南端的青岛，是一座海滨丘陵

城市，属半湿润温带季风气候。这里，

春迟、夏凉、秋爽、冬长。山丘、林

地、平原、海洋，丰富着青岛的姿态，

孕育着万物。这里有大海的宝藏，也

有土地的馈赠。

青岛海洋资源丰富，海域总面积

12240 平方公里，海岛岸线总长 817 公

里，拥有 49 个海湾、120 个海岛。因

此，在青岛人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

少不了海鲜，特别是进入五月，青岛

可谓是“鲜”字当头。勤劳朴实的青

D
elicacies in Q

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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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遇
青
岛

五
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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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食尚青岛 ashion 
Food in QingdaoF

岛人将海鲜的美味发挥到极致，水煮

的清香、红烧的软嫩、煎炸的酥脆、

碳烤的劲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虾、

张牙舞爪的八带、软硬不吃的海蛎子

和扇贝、神经敏感的海参和海肠，在

锅铲勺演奏的狂想曲中，变成一桌秀

色可餐的美味。

青岛人靠海吃海，可以用“活色

生香”来形容：看的是旖旎的海天风

光、吹的是清爽的海风、吃的地道新

鲜的海味——小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

这里的贝类、虾类、鱼类等海味，不

仅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而且肉质肥

美、口感新鲜。当然，青岛的海鲜也

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名堂，比如，

蛤蜊要吃红岛的，螃蟹要吃会场的，

鲅鱼要吃沙子口的，而且还得是这个

季节的。

在青岛，鲅鱼也被称为“爸爸的

鱼”，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青岛大嫚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

男方要带上两条鲅鱼。这是因为每年

春季鱼汛初到时，送几条鲜活的鲅鱼

给岳父岳母，是青岛人流传已久的老

传统。即便是没入门的女婿，也得从

善如流，老老实实“照规矩来”。

其实想要让岳父岳母吃上鲅鱼并

非难事，但关键是一个“早”字，这

样就能体现女婿对老丈人和丈母娘的

重视程度。“鲅鱼跳、丈人笑”，每

年第一批当地鲅鱼在沙子口渔港码头

抢“鲜”登岸后，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每当清晨的第一抹阳光浮出海面，青

岛大大小小的口渔港码头已经停满了

准备出发的和远航归来的大小木质渔

船。渔船下货、渔货过磅、渔民叫卖，

热闹非凡……鲜腥的渔港也在阵阵喧

腾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沙子口有“鲅鱼之乡”的美称，每

年有 4000 多吨鲅鱼由此销向市场，进

入千家万户。沙子口因崂山的南九水河

流经汉河入海，在入海口处冲积而成的

一片细软的大沙滩而得名。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为渔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沙子口渔港成为了市区主要海捕

鱼的集散地。青岛人餐桌上的鲅鱼、刀

鱼等主要鱼种，绝大部分来自这里，船

只出航归航，一片熙攘。

鲅鱼是渤海四大经济鱼类之一，

味道鲜美，被誉为“最有营养的十种

海洋鱼类之一”。新鲜的鲅鱼营养丰

富，也是这一时节青岛人宴客的主菜。

青岛人烹鱼，用的是海纳百川的心态，

不管是红烧、家常烧，还是熏炸，新

嫩紧实的鱼肉，通过厨师们的妙手烹

制，成为整桌宴席的点睛之笔。青岛

人对鲅鱼食用颇有讲究，也创出许多

有久负盛名的系列名吃，如鲅鱼水饺、

鲅鱼丸子、鲅鱼烩饼子、熏鲅鱼、红

烧鲅鱼等。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

之于大地，总是另一番繁荣的景象。

到了五月，这片广袤的土地开始馈赠

给勤劳的青岛人丰硕的果实，瓜甜果

香茶清爽，青岛人的舌尖迎来了新一

轮的满足时刻。

青岛人迈入夏天的第一步，也许

是从掰开一个“洋柿子”大口吮汁开

始的——在青岛，有一种几代人从小

吃到大的西红柿，叫“杠六九”，它

从春末上市并陆续占领菜市场，一直

畅销整个夏天。那紧实透亮的红色表

皮下，是满实到爆汁的酸甜果肉，来

上一个，那便是大大的满足。挑选“杠

六九”也是有学问的，不一定非要买

熟得已经红透的，蒂部略微泛青的半

熟果最好，可以缓缓等上一天，口感

绝对是最棒的。“杠六九”味道浓郁，

做菜、做汤都非常棒，但最适合生吃，

那清香微酸又带着回甘的口感，让无

数青岛人念念不忘。

由于“杠六九”对温度、土壤条

件要求较高，正宗产地只在青岛的城

阳夏庄，当地有优质的水源地——崂

山水库，并有白沙河贯穿整个生长地，

此外，城阳区的土壤以沙壤、棕壤土

为主，而夏庄街道东部为低山丘陵区，

西部为平原低洼区，地势较低缓平坦，

耕作土层深厚，保水保肥条件好，土

质条件优良，加上充足的阳光照射，

让“杠六九”得到最好的生长环境。

马连庄甜瓜，则是初夏的另一种

幸福甜蜜的存在。甜瓜的个头不大，

但那股清香氤氲在空气里隔着老远就

让人闻之心醉。奶青色的甜瓜仿佛自

带滤镜，让人爱不释手。轻易刮掉薄

薄一层瓜皮，清爽甜脆的瓜肉带着一

层水光呈现在眼前。马连庄甜瓜生长

在胶东半岛第一大河也是青岛的母亲

河——大沽河畔，这里的土层深厚，

通透性好，是不易积水的沙壤土地，

具备了最适合甜瓜生长的地理条件。

由于甜瓜喜光照，每天需要 10 至 12

小时光照来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而

地处胶东半岛中部的马连庄镇，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加上当地瓜农在保

护地栽培时使用透明度高、不挂水珠

的塑料薄膜高温大棚，昼夜温差大，

使得糖分积累和果实品质得以提高。

甜瓜对身体益处多多，对心脏有

很大的好处，例如其高钾含量有助于

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同时，甜瓜在排

毒和减重方面功效也很显著，有便秘

困扰的人也可借助甜瓜中所含的纤维

保持结肠的卫生。甜瓜还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 C，可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从

而赋予皮肤柔韧性和抗皱性。甜瓜除

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低于西瓜外，

其他营养成分均不少于西瓜，芳香物

质、矿物质、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

则明显高于西瓜，比西瓜吃起来更“扎

实”，而马连庄甜瓜含糖量 17% 以上。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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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of Spring, Rain 
Wa te r ,  the  Wak ing  o f 
Insects, Spring Equinox, 

Qingming Festival, Grain Rain, 
Beginning of Summer, Grain Full, 
Grain in Ear, Summer Solstice, 
Slight Heat, Great Heat, Beginning 
of Autumn, the Limit of Heat, White 
Dew, Autumnal Equinox,  Cold 
Dew, Frost's Descent, Beginning of 
Winter, Slight Snow, Great Snow, 
Winter Solstice, Slight Cold, and 

Great Cold are the 24 solar terms. 
These solar terms not only record 
the running track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stars, but also shine 
with the civilization ligh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ountain presents  the 
scenery, and the sea influences the 
folk customs. The fertile soil and 
abundant waters nurture the land 
and give birth to the beauty and 
prosperity between the mountain 

and the sea. Situated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Pacific Ocean, by the 
shore of the Yellow Sea, an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Qingdao has a late 
spring, cool summer, fresh autumn 
and  long  w in te r .  Mounta ins , 
forests, plains and oceans enrich 
the poise of Qingdao and nurture 
everything.

In May, Qingdao ushers in the 
season of fresh foods.

作为中国的“樱桃之乡”，入夏的青岛怎能少了樱桃的一席之地。（图 / 孟宪朋）

As the “hometown of cherry” in China, Qingdao always has a space for cherry in early summer.

青岛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少不了海鲜。进入 5 月，更是品“鲜”的季节。（图 / 摄图网）

Seafood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on the dining table of Qingdao people. May is an ideal season for enjoying seafood.

岛民间有一个说法：立夏吃樱桃，能

讨一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樱桃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B、C，还

有钾、钙、磷、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

维生素，低热量，高纤维，素有水果

中的“钻石”之美称，对痛风、关节炎、

风湿等病有特殊的食疗效果，同时还

具有抗衰老和防癌的作用。

作为中国的“樱桃之乡”，入夏

的青岛怎能少了樱桃的一席之地。由

于今年春天雨水充沛，樱桃树得到良

好的滋润，外加樱桃花盛开期间天气

良好，没有大风和低温等极端天气，

授粉充足，所以今年的樱桃获得丰收，

产量好于去年。尤其是五一劳动节过

后几天时间里的持续降雨，使得樱桃

的成熟时间延后，如果天气晴好的话，

5 月中旬，青岛当地樱桃大量将成熟。

同样的，少量已经成熟的樱桃受降雨

影响甜度有所降低，但对绝大多数正

处于成熟期的樱桃而言，雨水充足更

有利于樱桃长个，果肉会更加饱满。

从西海岸的樱皇谷到城阳的“山

色”（shui）峪再到崂山北宅，晶莹的

樱桃如一颗颗剔透的红水晶点缀在脆

嫩的枝头泛着诱人的光泽，而樱桃生

长在依山傍水、植被茂盛、山清水秀、

素有“天然氧吧”的山谷间，更是增

添了一份风物之美。采摘樱桃，也不

仅仅为了舌尖的满足，更是一场美食

美景交融的心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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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ost “overwhelming” Qingdao delicacies

文 /方童

久违青岛的“豪横”美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吃货向美食靠拢的脚步，任何一种情绪都仿佛催动着人们拿着美食来“宣泄”。

在人类社会中，食物的力量早已遥遥领先，被人们用以发泄负能量、欢庆正向情绪。在美食面前，人们总

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不加掩饰地惊叹食物的美味，偶尔也会吐槽食物本身不那么好看的外表和并不美味

的“内在”。一段时间里，因为疫情而“自我封闭”的人们，对美食的渴望早已以达到了极致，而青岛的“豪

横”美食，也没有让人失望，它们带着久违的味道，真正回归大众视野，满足人们的味蕾。

每次烤肉在烤盘上发出诱人的“声响”，都仿佛是美食来临的讯号，让吃货们迅速集合起来。（图 / 王莹）

Every time when roast meat gives out alluring “sounds” on the baking pan, they are like signs indicating the coming of delicacies and calling foodies to 

quickly gath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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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难度的菜肴，做起来并不困难，但

吃起来老少皆宜。排骨米饭的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百年之前，排骨米饭的做法最

早起源于山东半岛地区，历经百年之久，

经过人们对吃法的不断更新，一直到今

天排骨米饭的店铺临街而立，足以看出

人们对这一美食的肯定，而在青岛，人

们对于排骨米饭也特别钟情，在居家防

疫的日子，总会分外想念那个熟悉的味

道，想念那味美肉嫩、不柴不腻的排骨，

而汤汁也咸淡适中，与米搭配很可口，

与面搭配更美味，排骨能够彻底地吸收

配料的精华，烂而不酥，香而不腻。光

凭想象，就足以让人大流口水。

在青岛，百年排骨米饭，传承的

不仅仅是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对于大

多数青岛人来说，它就是北京的卤煮、

天津的煎饼果子、兰州的拉面，但是仔

细想想又不完全是。因为和那些快餐相

比，排骨米饭其实还算得上是大餐，特

别是对老一辈的青岛人而言，吃一炖排

骨米饭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一说起

排骨米饭，青岛人自然会想到万和春，

它可以说是很多青岛人对排骨米饭认知

的领路者，也是青岛最老字号的排骨米

饭之一，曾入选“十大地方特色小吃”。

1985 年，万和春第一家排骨米饭的店

面在台东的威海路上开门纳客。在那样

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排骨 5 块钱一斤，

人们口袋里都没有钱，能不能做成，当

时的万和春老板心里也没底。但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家只靠卖排骨

和米饭的店一下子就火了，据老板回忆，

当时由于店面太小，很多人为了吃上一

碗排骨米饭只能在店铺外面支桌子或者

凳子，甚至有很多人直接蹲在马路上吃。

一时之间，去台东逛街再吃上一碗排骨

米饭成了青岛市民的“标配”。长久以

来，万和春其独到的配方，外加独特的

排骨口味，始终如一的肉质酥烂、香而

不腻，使人百吃不厌，十几年来经久不

衰，深受广大顾客喜爱。

除了万和春名声在外，排骨米饭的

市场总也少不了竞争者，京九排骨米饭

也算是青岛的老字号排骨米饭之一了，

它们也在经营过程中开启了米饭不限量

供应的先河。它们家的排骨酥烂肉香，

与万和春最为纯粹的红烧排骨不同，它

们的排骨中增添了蔬菜，为这道青岛名

吃增加了不少色彩。在这里，人们可根

据喜好选择添加白菜、海带、豆芽等蔬

菜，荤素搭配，营养齐全。

同样作为近年来深受大家欢迎的

排骨米饭，金泰缘一直以营养健康为宗

旨，选用品牌放心肉，精心烹饪、味道

鲜美。特别是独创的肋边软骨，柔嫩骨

软，口感独特，满足美味需要的同时，

还能补充胶原蛋白，一经推出，受到大

家热捧。另外，新懒汉排骨也算是排骨

米饭届的后起之秀，它在台东可以说是

大有名气，店面虽然不大，但总是客满，

就餐点儿还需要排队等待。它们家的排

骨同样也是加菜的，排骨酥烂、骨汤鲜

美，白菜的和番茄的都非常美味。

前进，肉食爱好者
因为青岛独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

发展，让这座城市拥有着包容的气质，

一些国外的美食也在青岛自成一派，

并且发展壮大，这其中，韩国料理就

是这样一种专业的存在。在青岛，好

吃的韩国烤肉店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

却总是人最多的，这些聚集着肉食爱

好者的地方也在青岛的“豪横”美食

榜上占据一席之地。久未出门就餐的

你们，是不是也怀念大口吃肉，大口

喝酒的快活日子了，那就来看看青岛

出色的韩国烤肉店吧。

姜虎东白丁韩国烤肉，还没在青岛

开店便已声名鹊起，因此在开业之际，

更是备受追捧。就是它，创造了每家店

都火爆到至少排队要 1 至 2 个多小时，

说起青岛的“豪横”美食，多少有

着山东人骨子里的精神特色，份大量足，

味道也可圈可点，真是既有“面子”又

有“里子”。能用“豪横”来形容的，

怕是离不了肉食了，青岛人对于味道的

追求纷纷体现在它们的身上，当我们对

其如数家珍时，才发现，原来已经有日

子没和它们“见面”了。

真好，拥有自由和美食的日子又

回来了！

排骨米饭，简单不粗暴
人们爱吃排骨，这或许是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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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肉类选择。所有的这些肉类，都

是精挑细选来自世界各地的顶极肉类

（加拿大蓝标 3A 牛肉），再辅以姜虎

东白丁烤肉的特质调料的秘诀，采用

特殊的烤肉碳，兼得肉的美味和口感，

提供前所未有的美味烧烤。雪花肉选

自牛肩部三角肌部位，取用最嫩的地

方。尽管一头猪只可以出品 100 至 200

克的雪花猪肉，但仍会剔除劣质，保

留最优质的部分。和别家使用的牛排

不同，姜虎东白丁烤肉店选用的是牛

排第一到第五根肋骨，是最嫩的部位。

生拌牛肉则要求肉质鲜红，红白纹路

分明，条纹清晰。刀鞘五花肉，姜虎

东烤肉必点。烤至半焦时，口感最妙，

油脂被烤盘的灸热逼出大半，香气诱

人，半酥间最是好味。想要吃到让人

才能等到位置就餐的奇迹，同时也成为

全世界年轻人聚会的最 IN 时尚地！

提起“姜虎东白丁烤肉”，你可能

不是很熟悉，但 80 后、90 后的小伙伴

们对于“大胖子”姜虎东主持的节目肯

定不陌生，毕竟那些青葱欢笑曾留在他

独特而搞笑的综艺术主持风格里。这位

前摔跤选手华丽转身成为韩国最具人气

的综艺主持人之一，其主持的《情书》

《X-MAN》《夜心万万》等节目均登

韩国收视至高宝座，风靡海内外。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有

“平民百姓”的意思。一语道出了姜虎

东白丁烤肉的特点——这是一家价格很

平民化的烤肉店。要知道，肉类在韩国

的价格实在是不便宜。在烤肉店林立的

韩国，姜虎东白丁烤肉能做到每开一家

都爆满、排队等位，可不仅仅是靠姜虎

东个人的名气，更多的是靠美妙的肉感、

平民的价格征服食客的味蕾。使用原木

和白铁建造出平凡温馨的氛围，再加上

姜虎东幽默滑稽的漫画头像，营造出轻

松愉快的饮食空间。一踏进姜虎东白丁

烤肉店，瞬间有拥入韩国街头美食天堂

的代入感。扑鼻的烤肉香气，配着滋滋

的饱足感，和谈得来的好友手持一杯烧

酒，痛快畅饮，绝对是惬意满足。热闹

的聚会，幸福的约会，温馨的团圆饭都

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充满欢声笑语

的聚会场所。

这家店肉类品种非常多，从雪花

肉牛、猪肉，到调味牛排、牛舌、五

花肉，再到猪颈肉、外脊、生拌牛肉、

大蒜大肠、肚领，差不多有将近 20 多

烤肉的诱惑不仅在于它的美味，它的卖相也极其诱人。（图 / 刘小涵）烤肉的诱惑不仅在于它的美味，它的卖相也极其诱人。（图 / 刘小涵）

The charm of toast meat is embodied in both of its wonderful taste and The charm of toast meat is embodied in both of its wonderful taste and 

mouthwatering appearance.mouthwatering appearance.

猪蹄，也是青岛喜闻乐见的美食之一。（图 / 董天顺）猪蹄，也是青岛喜闻乐见的美食之一。（图 / 董天顺）

Pig’s feet are also one of the popular delicacies in Qingdao.Pig’s feet are also one of the popular delicacies in Qingdao.

在青岛，爱吃烤肉的人也很多。（图 / 王超）在青岛，爱吃烤肉的人也很多。（图 / 王超）

In Qingdao, there are many people loving eating roast meat.In Qingdao, there are many people loving eating roast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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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的韩国烤肉，肉固然极其重要，

酱料也是必不可少的王牌杀手锏。姜

虎东白丁烤肉的秘制酱料，全部从韩

国空运，保证你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里，吃到每一口的姜虎东烤肉，都与

韩国本地保持完全一致。值得一提的

就是店里特殊形状的烤盘，以一圈凹

槽围边，一边用来蒸韩式鸡蛋羹，一

边可以烤制泡菜及蒜头等配料。烤肉

的同时，将嫩滑的鸡蛋液倒入旁边的

凹槽，借助炭火的余温慢慢烘制成鸡

蛋羹，入口嫩香爽滑，鲜美多汁，佐

上烤好的泡菜和蒜头就是韩国最地道

的吃法，这也成为姜虎东白丁的一大

特色。与此同时，这里不仅以烤肉著名，

更有怀旧便当、妈妈煎饺、部队火锅

以及正宗的韩国传统石锅汤等各种让

人尖叫的韩国经典美味，绝对让你吃

到扶墙出。除了诱人的烤肉和满满当

当的各种经典韩食之外，还有 20 多种

配菜可以单点。选择障碍的小伙伴们，

可要做好准备喽！

每次来到位于李沧商圈的向左向

右烤肉，店里都是人员满满，如果刚好

运气不错来了就有空位，便可安心欣赏

店内极富文艺的环境。店内的装修简单

中透露着点文艺情怀的味道，备受年轻

人青睐，桌与桌之间的距离保持的也刚

好。而来到烤肉店，可能吃饭的豪横气

质就会彰显出来，作为一枚肉食吃货，

肉类是必须要有的，秘制五花肉、羊排

肉以及鸡心，都将是不错的选择，外加

杏鲍菇、韭菜等蔬菜来锦上添花，那自

然是惬意十足。当肉触碰到高温的时候，

那种滋啦啦的感觉让人期待，当五花肉

熟的时候，入口的瞬间会让人十分满足，

无论是卖相还是口味就配得上“秘制”

二字。羊排肉可能会稍逊于秘制五花，

不过因为它肉质新鲜，味道也是上佳。

鸡心也是腌制过的，味道和五花肉有的

一拼，爱吃鸡心的吃货自然会爱上它。

自助烧烤的特点就是自己烤，火候完全

自己掌控，喜欢吃嫩的烤得火可以轻点，

喜欢吃焦的可以烤得火大一些，总之你

的烤肉你做主，就是这么任性。

 与猪蹄来场“约会”
江湖混乱，风云突变，想要在这血

雨腥风中屹立不倒，没点真本事真的无

法混迹青岛，在这里的美食江湖中，流

传着关于猪蹄儿四大门派的传说。

凉着吃的流亭猪蹄，有着 150 多

年的历史的酱猪蹄加蹄子冻，就形成

了青岛人经典的下酒菜，你可以说它

不符合你的口味，但是你不能否认流

亭猪蹄对于青岛的重要性，想来，这

也是吃货们来到青岛都会去鑫复盛周

钦公尝一尝正宗的流亭猪蹄，品尝“天

下第一蹄”的美味，酱香回味间，听

一听他家百年传承的历史，绝对不虚

此行。有食客以“猪蹄开锅天下流口

水，周公吐哺九州赴城阳”来形容周

氏流亭猪蹄。周氏流亭猪蹄制作技艺

被列为青岛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流亭猪蹄在青岛很有些名气，

它成名于清咸丰年间，如果要在青岛

美食圈找一块老字号招牌，那么非“流

亭猪蹄”莫属。“流亭猪蹄”这个概

念的提出至今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

现已被列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那鲜亮的色泽、清爽的味道、软

糯的口感，让它赢得了“天下第一蹄”

的美誉。

卤着吃的孔家扒蹄也是青岛十分

出名的猪蹄小店了。它的门头不大很容

易被忽略的感觉。孔家的琥珀扒猪蹄肥

而不腻，有弹性，也有嚼头，煮的很到

位，骨头也比较容易拆开。皮皱皱的，

吃得嘴巴黏黏的却不会满嘴油。流亭猪

蹄是凉吃的，这个是热着吃最香，另外

推荐卤猪耳朵和猪尾巴。

烤着吃的寻蹄记也是非同一般，试

想这位老板一定是《寻秦记》的忠实粉

丝，从名字看内涵，这家店就是专门为

猪蹄儿而生的。店面大小还可以，但是

饭点还是需要排队的。这里最有名的，

就是烤猪蹄，猪蹄内部依旧满满的胶原

蛋白，肥而不腻，外表的猪皮烤得脆而

不焦，想想看烧烤的香味和软软的胶原

蛋白混合的快感。

配面吃的贤花饭店也是声名在外，

看过《一个人的觅食》系列的应该对这

家店不陌生，而且这家店也是的私房小

店。店面很小，一共就 6 张桌子，有时

碰上饭点，大排长队也是必然的。这里

最有名的就是猪蹄面，可以选择辣度。

不能吃辣的微辣就可以了，他们家的辣

椒辣劲十足。把面浸足卤猪蹄儿的汤汁，

猪蹄儿一扒就烂，要多软糯就有多软糯，

然后把猪蹄儿和面一起放进嘴里，享受

多种食物在嘴里的快感！

For a long time, those who 
have been “staying isolat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re craving for delicacies so badly; 
the “overwhelming” delicacies in 
Qingdao do not let them down, 
and come back to the public with 
the long- lost  taste ,  sat is fying 
people’s taste buds. Speaking of the 
“overwhelming” foods in Qingdao, 
they are featured with the spiritual 

style of Shandong people as well as 
rich contents and good tastes. The 
foods are “overwhelming” because 
they are served with meat, pasta and 
seafood, which embody Qingdao 
people’s pursue for wonderful 
taste.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delicacies as if enumerating our 
family valuables, we find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met” them la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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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悦读 ashion 
ReadingF

文 /余肖群

Gorgeous Cherry Blossom in Qingdao

独领风骚的青岛樱花

春 暖 花 开 时 节， 人 们 首 先 想 到

了 樱 花。 特 别 是 今 年 这 个 特 殊 的 春

季， 武 汉 遭 受 了 如 此 重 大 的 疫 情，

千百万百姓在封城中迎来了樱花吐蕾

绽放，“武大”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备

受关注，那里的樱花也成为人们对春

天、对胜利的寄托与渴望。

实际若论历史、论规模、论品种，

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更是独领风骚。

青岛的樱花由德国人引种
春暖时节到青岛观光不外乎看海、

吃海鲜、喝啤酒，但知情者还会带你去

一个好去处——汇泉湾畔的中山公园。

这里有一条 660 米长的樱花大道，两旁

种满了满目春色，花团锦簇、灿若云

霞，可谓梦幻般迷人的樱花树。绽放时，

这里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携家带口，朋

友情侣相约而至，在挂满花瓣的树下游

走、徜徉，沉浸在满园的春色里，享受

着乐融融的美好时光。那壮观的景色正

如著名作家何为所述：“那一大片一大

片艳丽夺目的樱花，像桃色的云，像迷

茫的雾，像透明的泡沫，比飞絮更轻

柔，比雪花还要耀眼。它好像是在人们

不经意之中突然灿烂起来，容光焕发，

妩媚动人，给每个游人以无尽的喜悦。

繁花似锦，就压在你的头上，你仿佛感

到整个身体轻盈地浮泛在樱花的海洋

里。温柔的樱花似乎要把你轻轻地从地

面上托起来。” 

青岛中山公园是德国租借青岛时

的产物。上世纪初，德国人为了休闲游

玩，在沿海一处空地上建了一座公园，

并在旁边开辟了一处植物实验场，里面

有几十万株植物树苗，其中有两万多株

从日本移植的樱花。许多人一直以为，

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是日本人种植

的，翻开历史才会发现，这是极大的误

会。曾有一个传说，日本人打败德国人

进入青岛时发现，公园的樱花树已有碗

口粗，就笑对垂头丧气的德国人说：看

吧，你们就该走了，你们连樱花树都替

我们栽好了，还留在这儿做什么？强盗

的得意嘴脸暴露无遗。

看到植物试验场里有那么多的樱

花树种，日本人自然喜上眉梢，便在

公园里扩大种植面积，修建了一条 1

公里长，贯通南北的樱花长廊，后人

称其为“樱花大道”。其规模与今天

所见相差无几，可见当时是何等气派

了。康有为曾题诗：“落红盈寸铺三里，

夹道樱花散似云。碧海蓝天景如画，

纷纷游人画中来。”

青岛的樱花品种繁多
樱花原产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

山地区，遍布世界各地，但日本最多，

所以也被称为“东京樱花”“日本樱花”。

其实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宫苑

里就能看到樱花华贵的身影，到了唐朝

时私家庭院里有几株樱花树已不再是稀

罕事。白居易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

且掘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

应四度见花开。”据传日本朝拜者来中

国看到樱花漂亮，很是羡慕喜爱，便将

其种子带回了东瀛，加以嫁接栽培，并

推陈出新，以至于被尊为国花。

樱花确实招人喜欢。花瓣像一把

小雨伞，白色、粉红色居多，而且随

着季节变化而变化，如梦如幻、幽香

艳丽。樱花又分单樱和双樱，单樱开

花时间早但花期短，双樱开花晚，花

期相对长一些，主要受气候影响，所

以看过了南方的双樱，再到青岛欣赏

单樱，一点也不耽误。

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品种很多，这

是一些城市不具备的优势。退回去几十

年，一些地方虽然也有樱花，但品种单

一，要么只有单樱，要么只有双樱。青

岛中山公园不仅单、双樱俱全，品种也

很丰富。除了较为普遍的“染井吉野”

外，还有“关山”“普贤象”“郁金”“松

月”“一叶”等名优品种。这些樱花，

囊括了红、白、粉红、粉白、浅黄绿、

淡红等花色，开放时姹紫嫣红，争相斗

艳，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青岛樱花分布的点、面更胜一筹。

当年日本人占据青岛，从日本涌来

一批“侨民”。他们有的从事商业、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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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的开办企业、学校。在居住上，

日本人喜欢“凑堆”，青岛有好几处都

是当年日本人集中的居住地。现在的市

北区、市南区、李沧区，都有“遗迹”。

在这些地方日本人种上了大量樱花，每

到春暖花开时节，那惹人喜爱的花朵开

满了枝头，不仅让日本人感到欢欣不已，

也让周边的老百姓大开眼界。这在当时

是很独特的一景，其他城市鲜为一见。

记得我曾住过的利津路就可以看

到樱花。利津路上有家工厂，生产电度

表。解放前是卷烟厂，日本人曾经经营

过。厂里面空地上栽了不少樱花树，盛

开时花枝从厂房的高墙上伸出来，从马

路上就可以看到。那粉红色的樱花虽然

与周边环境相比显得有些突兀，但带来

春的暖意和视觉上的享受。每当樱花绽

放时，邻居们都会说，春天到了，天马

上要暖起来了！

四方沧口一带的一些纱厂，也就是

后来的国棉厂，也有不少樱花，那都是

日本人把持厂子时栽种的。日本人被赶

走后，樱花树留了下来，不过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被冠以“侵略者的产物”遭

到铲除。今天看来，也是“冤枉”了那

些樱花树。树木本身没有“阶级性”，

再说了，樱花也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为

什么要“连根拔掉”呢？

青岛的樱花历史悠久
 到中山公园看樱花，一直是青岛

人很有“仪式感”的一种休闲活动。每

到 4 月上旬，中山公园的樱花陆续开放，

人满为患的场面就会出现。当然不光是

本地人，周边的地市甚至再远一些的爱

花人，会不约而同涌向靠着大海的这座

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园，在花海一样、

童话般的世界里，留下自己的足迹，抒

发对大自然、对美好生活的情怀。

中山公园的樱花大道，据植物研究

人员称，是国内樱花种植最密集的一个

地方，仅次于日本。这个结论现在很容

易引起“非议”，因为目前国内有上万

甚至十几万株的樱花基地、苗圃、公园，

与之相比，只拥有 2000 多株的樱花大

道又何足挂齿？然而，青岛中山公园的

樱花大道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上世纪初

就形成。那时在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片

的樱花出现。此外，上百万平方米的大

型植物实验场，是樱花品种、纯度、质

量的最佳保障。民国时期乃至解放后，

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木的补充、新品种的

培育和栽种，都得益于试验场长期的“积

累”。可以说，青岛有着别的城市无法

比拟的历史和品种“资源”。而且青岛

是率先举办大规模的樱花盛会的城市，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有了一年一度

的“樱花会”，一直持续至今。梁实秋、

吴伯萧、闻一多、臧克家都曾见识过樱

花会的盛况，也都写过赞美文章。樱花

会在 1935 年就被评为“青岛十景”之一，

吸引了大批中外游人。

樱花在送别冬天的季节盛开，是

春天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更是美

好的象征。

人们爱樱花，不仅因为它白里通

红，像婴儿纯真的笑脸；又因为它洁

白无暇，似人间白雪；更因为它柔软

光滑，如江南的绸缎。盛开时，樱花

树像头顶一把绚丽多彩的大伞，站在

树下芳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花落

时，花瓣铺满大地，红的、粉的、白

的，远远望去，像是在一片粉红海洋

上泛起朵朵微波，犹如花的“海浪”。

鲜艳夺目，美不胜收。

樱花又是爱情与希望的象征，代表

着高雅、质朴和纯洁。在青岛，春暖花

开时，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俊男靓女会

相邀结伴而来，中山公园、八大关、三

明南路、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北岭

公园、樱花小镇、唐岛湾公园、世纪公

园，变成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欢笑

的海洋。大自然和人融入一体，洋溢着

和谐的气息，散发着春的芳香，呈现着

蓬勃生机。

独领风骚的青岛樱花。（图 / 傅宝安）

Gorgeous cherry blossom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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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相遇博物馆 ashion 
Meet Me at the MuseumF

Industry museum is more than a place of nostalgia

行业博物馆，不止于情怀
文 /魏浩浩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的求知欲随之爆棚，这仿佛让博物馆迎来了“春天”，

在过程中，博物馆也不断被重新定义。而今，博物馆已不仅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

化遗产的机构，还成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和教育机构。其中，行业

博物馆的出现更是备受瞩目，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总有许多环节不为人知，

总有许多特性不曾被熟识，行业博物馆自身吸引着各怀情怀的人群，更吸引着对于该行业

有着十足好奇心的人们，加之高科技的引领与创新，使得博物馆本身极具特点的同时形式

多样又丰富，想不火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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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喜的是，现如今博物馆形

态更加多元化，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

愈发突出，很好地融入当代生活，在

社会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成

为博物馆的主要命题。它能够让人在

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了解知识、传

承文化等方面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

成为了人们休闲生活的心头好。放眼

青岛的行业博物馆，大小不一、特色

各异，却总有让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例如较为成功的青岛啤酒博物馆，在

占据全国行业博物馆领先位置的同时，

依旧不断推陈出新，把握社会流行趋

势，吸引各个年龄层的游客。其品牌

限量版、帆布袋、保温杯等文创衍生

产品，都十分引人注目，很多粉丝纷

纷表示：“啤酒好喝，文创产品也好

看”。作为国内行业博物馆的佼佼者，

青岛啤酒博物馆依托“青岛啤酒”品

牌成为行业博物馆的超级 IP。在博物

馆行业成为了文化 IP 建构、文旅融合

发力的宠儿的当下，众多的行业博物

馆新秀，如雨后春笋，成为青岛打造“博

物馆之城”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么，青岛还有哪些受人瞩目的

行业博物馆？还有哪些在行业领域领

先全国并且极具青岛特色呢？不拘于

情怀，更注重特色的我们一起来细数。

探寻古今的交通符号
站在（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门

前，黄墙红瓦的欧式建筑便映入眼帘。

那弓圆的窗户、绚丽的墙绘，就连窗

台上的小花都透露出博物馆对于细节

的用心装扮。博物馆坐落于 1910 年形

成的中国最早汽车站雏形——馆陶路

汽车站旧址，由交运集团（青岛）兴建，

展厅面积 1000 平米，精美展品 485 件，

登记可移动文物 113 件，是中国首个

以道路交通为主题的专业性博物馆。

博物馆以道路交通发展为主线，

以实景还原、趣味体验、藏品、图片

等展陈方式，让游客深度体会中国道

路交通历经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

踏进消防博物馆，青岛消防的标志性建筑——望火楼

的微缩景观在青岛商埠背景照片的映衬下，把时间拉回到

百年前的青岛。（图片提供 / 消防博物馆提供）

Stepping into the Fire Museum of Qingdao, one 

can see the landmark building of fire protection in 

Qingdao—Wanghuo Building in minia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photo of the commercial port in Qingdao 

which brings the time back to a hundred years ago.

青岛纺织博物馆是集文创、旅游、科普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也是青岛极具代表性的行业博物馆。（图 / 杜永健）

Qingdao Textile Museum is a museum integrating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culture and creativity, tourism,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etc.,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dustry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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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突出了青岛作为近代中国道路

运输发祥地的独特亮点。一进展厅，

首先看到的便是有“中华第一车”之

称的 1901 年清廷太后的专属座驾，这

是当年袁世凯献给慈禧太后的珍品，

虽说是复制品，但做工精细。红色的

车轮、黑色的车身，气派而华丽。听

着讲解员叙述那些历史的故事，仿佛

真正的穿越历史。兴致使然，你也可

以登上这特别的座驾，体验一番。不

远处，还能看到较为熟悉的公交站牌，

据了解，这正是划分展厅的指示牌，

博物馆展品陈列以公交站点的形式划

分为序厅、开启产业之源、沧桑坎坷

行程、承运历史重任、踏上改革征程、

满怀豪情奋进、复兴圆梦之路等篇章。

正所谓“一张车票代表一段旅途”，

无数的车票汇聚成了青岛——这座美

丽城市奋进的伟大征程。（中国 ) 道路

交通博物馆内的车票馆主题馆别具一

格，藏品颇为丰富，千枚老车票见证

青岛道路交通变迁史。车票馆作为道

博分馆，由 3 部分组成，一是自全国

各地车票拼接而成的“车票馆”的字

样；二是 164 个各种字体的“票”字；

三是 1000 多枚青岛老车票。馆内陈列

有青岛目前发现的最早车票，距今已

有 85 年的历史，它是 1931 年成立的

山东省胶莱区汽车路局发售的汽车票。

1949 年至 1953 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们青岛使用的人民币的旧币车票。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车票的纸张也十

分的粗陋，反映了当时的困境。一个

老票夹，勾起了不少人对儿时的回忆。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伴随改革开

放，出现了贴着彩色照片的月票，公

交车票上也开始有了商业广告。馆内

还陈列有青岛最早的接触式 IC 乘车卡。

后来，31 路公交线于 2000 年开通，由

此交运“温馨巴士”品牌诞生。目前

车票馆还是温馨巴士公司青西快线的

出站口，也展示了交运温馨巴士车票

的演变。馆内陈列有 2014 年青岛开通

了中国首条定制公交线路的车票。中

国最大的校车公司交运温馨校车公司

的乘客卡。小小车票，方寸之间，这

就是车票馆反映着城市的生活，记录

着青岛的变迁。

穿越百年的身份延续
青岛海关博物馆的所在地位于新

疆路 16 号内，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胶海关旧址。1899 年 7 月

设立的胶海关，是青岛作为北方著名

在道路交通博物馆内的展品，总会引起人们对过往的回忆。（图 / 王勇森）

The exhibits in Road Transport Museum can always remind people of the past memory.

道路交通博物馆内，游客亲自体验手动发电机。（图 / 王勇森）

In Road Transport Museum, visitors are operating 

manual generator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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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商口岸城市的重要见证。胶海关

旧址作为胶海关的办公地点，建成于

1913 年，是当时青岛现代化程度最高

的办公大楼，至今已逾百年。黄色的

楼身，坚实的台阶，虽说时间久远，

却依旧大气有余。我们深入了解得知，

胶海关旧址建筑群平面俯视如船型，

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费特考尔设计 , 由

汉堡 F·H·施密特公司施工建造，主

楼建筑面积 2824 平方米，楼高 4 层共

22.45 米，而在大门口设立的旗杆，正

如船头的桅杆，整体形态栩栩如生，

令人赞叹。作为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存，胶海关旧址也见证了近现代青

岛城市和海关的发展历程，用青岛海

关办公室关史研究室主任国恩松的话

说，青岛海关也在百余年来与城市同

呼吸、共命运，携手相伴，共同发展。

据了解，博物馆内共设置“胶海

关专题”“山东地区海关历史”两部

分基本陈列内容。“胶海关专题”陈

列部分共分为胶海关旧址、首任税务

司、行政管理、主要职能、兼办事务 5

个部分，通过场景复原、历史图片、

实物资料展示等手段，较为系统地展

示了近代青岛开埠以来胶海关饱经沧

桑、艰难前行的历史图景。而在“山

东地区海关历史”陈列部分，更是包

含了“往事千年”“风云变幻”“峥

嵘岁月”“万象更新”“激流勇进”5

个单元，以历史沿革为线，分别展示

齐鲁古关、近代海关 ( 东海关、胶海关 )、

解放区海关、现代青岛海关的发展历

史，专题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青岛海关

在业务和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重

要成就。

一走进博物馆的一层大厅，人们

就会有种场景带入式的真切感受，那

是因为博物馆内完整还原了当年报关

大厅的场景，此外，还设立了德占、

日占、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海关 4 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充实大厅内容。

对此，国恩松介绍道：“在最初设置

博物馆内容版块时，通常是先做通史，

再做专题展示，但由于这里的环境因

素限制，加之根据一些老关员的回忆，

一层大厅就是当年的报关大厅，所以

我们也将这里保留和还原，而在二楼

设置了‘山东地区海关历史’展览。

这一改动也是我们对于过去真实历史

的尊重和延续。”

跨越百年 , 青岛海关见证了中国近

代史的发展轨迹。在一幢老楼里所得

出的感受却有千千万万，自此，海关

的形象不再只是我们印象中精致的着

装、挺拔的模样，更有着接地气和不

断努力的全新模样。

编织百年纺织梦
作为青岛纺织谷园区的文化引领

项目，青岛纺织博物馆定位于打造国

内首家 4A 级纺织主题动线博物馆和纺

织遗址公园，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定

点静态展陈，青岛纺织博物馆将整个

纺织谷园区纳入工业旅游范畴，开放

式布局，以一条动线串起园区场馆、

景观，游客自走进纺织谷园区的那一

刻便开始了博物馆的参观之旅。这里

集文创、旅游、科普等多项功能于一身，

涵盖历史馆、纤维科技馆、蒸汽馆等 9

大特色场馆、19 处遗址景观，充分挖

掘整合青岛百年纺织文明资源，是彰

显园区文化底蕴、提升园区品牌价值、

建设现代时尚生活体验中心和青岛纺

织人精神家园的重要平台。

其中，历史馆以“一个行业，一

座城”为主题进行设计规划，内容包

含“乱世风云见证母亲工业”“支柱

产业铸就城市脊梁”“调整转型编织

岛城新梦”3 个单元。以时间为主线，

讲述青岛纺织百年发展历程，以详实

的史料和实物，辅以先进的声光电技

术，真实再现青岛纺织风采，彰显百

年纺织文化底蕴，传承青岛工业精神

与城市记忆。而工艺大道，又名纺织

工艺设备长廊。全长 200 米，整体占

地面积近 5000 平方米。大道作为纵向

联通，中间以纺织机械作为装置展示，

陈列的设备大都为纺织厂各个重点工

序的主要设备，每台设备都具有一定

的历史，背后都隐含着大量纺织工人

的情怀和讲不完的故事。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青 岛 纺 织

博物馆全力打造了纤维科技馆·好奇

世界的专属区域，这里以“纤维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为主题，规划建设

序厅、纤维大家族、功能性纺品互动

展示、好奇之眼看世界、休闲影院等

5 个主题展示区域。通过声光电等现

代科技手段，增加项目互动性，打造

融科普教育、娱乐休闲、生活体验等

于一体的纤维科技与纤维艺术体验中

心。除了这些，纺织博物馆内还有空

调博物馆、消防博物馆、蒸汽馆、谷

里 SHOWROOM 体验中心、大师工坊、

华·秀国际会展中心等多个版块，为

整个纺织博物馆之旅提供了充实、快

乐、学习、感悟的游览过程。

难忘“消防红”，打造全国之首
青岛消防博物馆位于青岛市市南

区金湖路 16 号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院内，

是全国首家以“消防”为主题的专业

博物馆，其占地 2000 余平方米，共投

入资金 600 余万元。据了解，2000 年

11 月，该博物馆正式开馆投入使用，

2001 年 11 月，以消防安全教育和火灾

模拟体验为重点的博物馆二期工程完

工并相继开放。青岛消防博物馆由序

厅、百年消防展厅、英烈展厅和音像

展厅 4 部分组成，全面展示了青岛消

防由起步到壮大所经历的百年历程。

进入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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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任 领 导 的 视 察 工 作 的 图 片 丰 富 至

极，从而体现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消

防工作的重视，感受到城市与消防的

密切关系。

踏进百年消防展厅，青岛消防的

标志性建筑——望火楼的微缩景观在

青岛商埠背景照片的映衬下，把时间

拉回到百年前的青岛。漫步灰暗的街

道，锈渍斑斑的消火拴、静静停放的

马拉消防车、古老的消防器材、沉重

的防火墙……勾画出旧青岛消防在德

占、日占、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

治每个历史时期的怀旧场景。街道的

尽头，身着消防服装的蜡像晶晶站立

着，始终回望着这坎坷的半个世纪。

迈进新中国效仿，迎面而来的是火红

的马基卢斯云梯车见证着新中国青岛

消防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每一张照片，

都记录着青岛消防成长道路上的印记；

每一个活动、每一次会议都是发展轨

迹中的里程碑，并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正如消防唧筒、消防摩托车和手抬机

动泵形成鲜明对比，无声地陈述着“发

展”这个硬道理。

百年消防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鞭策。现代化城市需要

现代化的消防。新世纪伊始，黄岛油

库的烟雾虽已散尽，当时惊心动魂的

灭火战斗场面还历历在目。陈列柜中

的烈士遗物，时时会唤起对灭火勇士

的怀念。逝者已去，精神永存。

诊所里的博物馆
位 于 青 岛 市 崂 山 区 劲 松 七 路 68

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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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淡雅的新中式装

修风格，让人倍感舒适。博物馆展厅

分为上下两层，总面积约 593 平方米，

总投资 700 多万元。共有展品 319 件

青岛海关博物馆内展览一瞥。（图片提供 / 青岛海关博物馆）

A glance at the exhibition in Qingdao Customs Museum.

博物馆内完整还原了当年报关大厅的场景，此外，还设立了德占、日占、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海关 4 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人物，充实大厅内容。（图 / 杜永健）

The museum completely restores the scene of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hall in the past, and 
sets customs figures of 4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clud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ew China, t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hall.

肃穆的序厅，内部矗立着 4 个巨大的

消火栓，这是在原有立柱的基础上设

计装饰而成的。据消防博物馆工作人

员李可容介绍，从青岛出现的第一个

消火栓起，它始终贯穿于消防历史，

在消防灭火战斗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

作用，是消防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当

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的标志就预示着来

到这里的人们将开始一次火红的消防

之旅。前言中对火的阐述，娓娓道出

或浓郁的原始气息；中心金字馆徽和

馆名与红色主题相映成辉。环顾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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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其展示内容分为 4 个单元，第

一单元从远古时期的“穴位的发现”

到“艾草的介绍”再到“中国历代针

灸医案流变”以及“中国历代针灸名

家”等内容，详细讲述艾灸的由来以

及传统医学相关的内容知识；第二单

元通过“周楣声艾灸法的发端与传承

谱系”“周楣声先生生平”等围绕周

楣声及其艾灸法等内容想展开，主要

展出周楣声先生对中医、针灸与灸法

事业的卓越贡献并对周楣声艾灸法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第三单元详述艾灸

的功效，对艾灸的材料、使用方法、

功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看完前

面对艾灸历史、文化、特点、疗效的

介绍，了解了周楣声艾灸疗法在推进

中国中医学发展中的重大贡献，及在

青岛的创新壮大；第四单元的灸疗体

验站灸将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项目，

带 领 参 观 者 身 体 力 行 艾 灸 疗 法、5D

视 频 艾 灸 神 功； 品 尝 灸 食 品； 带 走

灸 作 品 …… 更 深 刻 地 体 会 灸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王 豪 煜 介 绍， 灸 疗 法 是

中 医 学 中 最 古 老 的 疗 法 之 一， 又 名

灸 疗。 奏 汉 时 期《 黄 帝 内 经》 把 灸

法作为重要内容系统介绍，强调“针

所不为，灸之所宜”；唐代孙思邈《千

金方》中提倡针和灸并用；明代《本

草纲目》中 35 处提到艾和艾灸的用

途 及 灸 法。 灸 法 作 用 机 理 和 针 疗 相

近， 通 常 并 称 针 灸， 是 传 统 医 学 中

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是与中医诊所相结合，形式十分新颖。（图 / 杜永健）

Zhou Meisheng Moxibustion Culture Museum is unique, for it is also a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Nowadays, museum has 
m o r e  d i v e r s e  f o r m s 
with prominent cultural 

services and education functions, 
which mainly aims to well integrate 
into the modern l ife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t has irreplaceable 
advantage in broadening people’s 

hor izon,  opening their  mind, 
increasing their knowledge and 
inheriting culture, so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ir leisure time. Taking a 
broad view of the industry museums 
in Qingdao, you can find museums 
of different scale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nchanting 

charm. For example, The World 
of Tsingtao is quite a successful 
one,  which not  only occupies 
the leading position among the 
industry museums in China, but 
also constantly brings forth the 
new through the old, grasps social 
trends, and attracts tourists of all 
ages.

不可多得的治疗手法。

通过参观，游客会对周楣声这位

中医学的传奇人物有了更为清楚的认

识。周楣声（1918—2007 年）是周氏

艾灸法第二代传承人。生于安徽省天

长县中医世家，幼承家学，通《内》《难》

及诸家言，精于灸法，弱冠即行医乡里。

从医 70 余年，救人无数。他毕生弘扬

中医，学术上精益求精，临床中攻坚

克难，特别是在针灸学的实践与研究

中推陈致新，独辟蹊径，提出真知灼见，

总结传世经验，在灸法的传承与振兴、

研究与临床应用造诣颇深，贡献尤大，

蜚声中外。周楣声艾灸法发端于晚清

名中医周丙荣，其弃儒习医，擅长针灸，

喜欢撰写记述。遗著《金针梅花诗钞》，

由周楣声增损重订而成。书中撷取历

代针灸文献之精华，贯穿周氏四世传

习之心得。

周 氏 楣 声 艾 灸 文 化 博 物 馆 通 过

展 示 具 有 科 普 及 鉴 赏 价 值 的 中 医 药

相 关 藏 品， 如 古 董 针 灸 器 具、 珍 贵

药 材 以 及 具 有 文 化 和 教 育 价 值 的 相

关 用 品， 来 传 承 和 发 展 周 氏 楣 声 艾

灸文化，保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 及 艾 灸 知 识， 利 用 艾 灸 技 术 为 民

众 治 疗 病 痛， 让 人 们 能 够 深 入 地 了

解艾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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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the new trends of civilization to create a wonderful 
homeland together

文 /魏浩浩

以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优美的环境是人类的财富，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将文明渗透思想，不断提高

人们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在共创美好家园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青岛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

的努力。

近日，在“爱国卫生月”到来之际，

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爱卫办、青岛市

城管办在全市开展“讲文明讲卫生、美

环境树新风”活动，大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深入推进美丽青岛行动、城乡环

境卫生整洁和病媒生物防制，深化文明

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持续培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

尚，使群众不文明习惯明显改变、城乡

环境卫生明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明显

提升，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由此，各区、各单

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到活动中来，

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环境治理、城市美化

等细节工作之中，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的同时，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 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市北区：文明实践引领环境提升
在全市“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

树新风”活动部署后，青岛市市北区立

即行动，细化方案、全面部署，分解任

务、压实责任，17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和 264 个各级文明单位、

98 个文明社区、79 个文明校园以及文

明家庭率先垂范，主动担纲“讲文明讲

卫生、美环境树新风”主力军，全区 1.3

青岛开展“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树新风”活动后，各区、各街道纷纷响应，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环境治理、城市美化等细节工作之中。

After the activity themed with “Be Civilized and Keep Healthy,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New Trends” was launched in the whole society, all districts and sub-

districts responded to the call, and participated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ity beautification and other detailed work in various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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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名各类志愿者一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一手参与文明卫生环境整治，区内

及驻区各单位实施“门前五包”，各级

各单位通过线上线下多形式持续开展卫

生防疫知识公益宣传和健康教育，营造

了“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树新风”活

动的浓厚氛围。

据市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活动开始后，市北区按照属地管理、守

土有责的原则，集中时间、确定重点开

展城市环境“大扫除”。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影响市容环境的重点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铁路沿线外围、长途汽车站

周边等人员聚集场所，和区内的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绿化带、城市社区、城

中村、城乡结合部、垃圾中转站、公共

厕所、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以及公园

广场、景区景点、绿地天桥地道等公共

场所环境卫生，市北区直相关部门、各

街道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并同步落实

预防性消杀工作，从根源上彻底清除卫

生死角，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市北

区即墨路街道胶州路社区志愿者将生活

垃圾及时清运处理，不让病毒有隐身之

地。大港街道普吉社区针对人行道路不

平、下雪下雨容易泥泞和部分单元楼地

面破损等问题，联系物业公司进行路面

硬化，并对绿化带翻新，对公共环境美

化绿化。市北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在下沉的浮山新区街道同

庆路、同兴路和同安路社区每日开展城

市环境“大扫除”，并加强公园广场、

景点绿地、天桥地道等公共场所环境卫

生清理整治。市北区延安路街道组织机

关、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100 余人集

中整治辖区楼院卫生死角、背街小巷、

绿化带及乱堆乱放，市北区台东街道组

织人员集中清理辖区小广告1800余处、

清运混合垃圾 60 车次 180 吨，辖区环

境卫生得到有效改善。

与此同时，市北区各单位持续深入

开展“清洁卫生我先行”“绿色生活我

主导”“家人健康我负责”“文明家风

我传承”4 项行动，以文明家庭、文明

市民为示范引领，带动宣传倡导居民群

众从自己生活的社区楼院做起、从所在

的家居庭院抓起，从固有的不文明习惯

改起，开展庭院环境卫生整治，自己动

手清理“小院子”“小菜园”等乱堆乱

放、私搭乱建、违法建设，进一步净化

绿化美化家庭和公共空间，积极培养践

行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实现了群众文

明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同步提升。在市

北区大港街道，由街道牵头，对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垃圾站点等 40 余处卫

生死角彻底清除。青岛海丽雅集团投入

资金 20 万元购买用具、护具、消毒药

品等抗疫物资，对市北区水清沟街道、

延安路街道 17 个社区开展义务消杀，

覆盖开放式、半开放式小区楼梯间、垃

圾存放点、社区服务中心、沿街商铺等

区域 35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群众 15 万

余人。志愿者身穿防护服、背负 40 余

斤的消毒喷洒器械、消毒剂，汗水浸湿

衣服但无人喊累，传递了人间大爱和企

业的责任担当。“看到海丽安心志愿者

各区、各街道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上街头，为城市美化亮化贡献力量。

Workers and volunteers from each district and sub-district took to the streets and contributed their share to city 

beautification.

部分街道对辖区的生活垃圾存放处等进行喷洒消毒工作。

Disinfectant was sprayed to some municipal waste storage places in partial sub-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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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as the “patriotic 
h e a l t h  m o n t h ”  i s 
approaching ,  Qingdao 

Municipal Civilization Office, the 
Municipal Office of the Patriotic 
Heal th  Movement  Committee , 
and  Q ingdao  Mun i c ipa l  C i t y 
Administration Office launched 
the  act iv i ty  themed wi th  “Be 
C i v i l i z e d  a n d  K e e p  H e a l t h y ,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New Trends”. It is to support the 
organization of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s, promote the “Beautiful 
Qingdao” act 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 ion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vector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rther propel such mas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s civilized community, civilized 
village and town, civilized family, 
civilized unit and civilized school, 
etc., constantly develop civilized 
and healthy lifestyle and social 
trends, so as to change uncivilized 
habits of the masses,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enhance 
the social  civi l izat ion degree, 
a n d  f u r t h e r  c o n s o l i d a t e  t h e 
achievements made in building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National 
Hygiene City.

消毒，非常感动和心安，这种安全感

也给居民增加了战胜疫情的决心和力

量。” 家 住 市 北 区 开 封 路 的 王 大 爷

对此赞不绝口。

此外，市北区充分发挥区内和驻

区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引领作

用，市北区广泛倡导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沿街商户带头严格落实市容

环境“门前五包”卫生责任区制度，

落实文明素质、环境卫生双提升的主

体责任，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开展单位

工作环境卫生整洁专项行动，对单位

楼院、车间厂房、职工宿舍、食堂餐

厅等人员集中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卫

生大扫除，彻底清理积存杂物、废弃物，

并加大会议室、电梯间、卫生间等场

所和高频接触部位清洁消毒，确保单

位自身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市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树新风’

活动，是打赢疫情阻击战的有效途径，

也是提升居民文明素质、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活动中，市北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道充分认清活动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狠抓

落实，通过严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

为居民群众创造最洁净的城区环境，为

疫情防控夯实环境基础，更是为文明城

市创建、城市环境提升夯实基础。

城阳区：主题引导带动行动发展
青岛市城阳区通过“强化社会公益

宣传、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深化活动品

牌创建”，深化“讲文明讲卫生、美环

境树新风”活动，巩固文明城市和卫生

城市创建成果。

自全市发起“讲文明讲卫生、美

环境树新风”活动以来，城阳区通过“阳

光城阳”微信公众号、“爱城阳”APP、

商场社区 LED 屏、张贴宣传海报等多

种形式，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公益宣传

和卫生科普知识教育，引导居民群众

摒弃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陋习，培

养良好的生活习俗和卫生习惯，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城阳区

林业发展中心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组

织执法人员向辖区内农贸市场 ( 菜场 )、

超市、餐饮场所等重点场所的经营者

和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耐心细致地讲

解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督促野生动物经营者、餐饮经营业主

依法经营，切实遵守法律法规，坚决

杜绝野生动物上餐桌。

此外，城阳区还组织辖区内各单

位、广大众以及志愿者开展城市环境

“大扫除”，加强辖区内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绿化带、城市社区、城乡

结合部、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建

筑工地等重点场所，以及公园、广场、

绿地等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清理整治，

落实预防性消杀工作，彻底清除卫生

死角，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在城

阳区园林环卫服务中心把推广“集中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分类

新模式融入到活动中。在城阳区城阳

街道前旺疃社区，建成青岛首个智能

生活垃圾分类密闭收集站。该站点辐

射小区 300 多户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

管理工作，投放使用后，将重点解决

社区原有垃圾桶点过多导致的分类管

理困难、分类效果差等问题，从而进

一步创造干净整洁、卫生健康、美丽

宜居的人居环境。

与此同时，以“美在我家”为主题

深化美丽庭院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清

洁卫生我先行”“绿色生活我主导”“家

人健康我负责”“文明家风我传承”4

项行动，引导居民群众从社区楼院做起、

从家居庭院抓起，从不文明习惯改起，

开展庭院环境卫生整治，引导居民自己

动手美化绿化家庭及公共空间，以小家

带动大家，助推文明乡风、淳朴民风的

形成，有效提升群众文明意识及健康卫

生意识。其中城阳区河套街道组织辖区

内妇女利用微信群上传照片、视频等，

多角度晒出自家“四美”庭院，充分调

动了广大妇女参与“美丽庭院”创建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河套街道微信公众号

连续发布“靓一靓美丽庭院，晒一晒巾

帼力量”专栏 10 余期，妇女们纷纷响应，

氛围浓厚。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文明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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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ict the charm of Laixi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文 /魏浩浩 管丹

在争创“文明之城”中描绘莱西风采

文明，为城市美景锦上添花，为人们生活增添色彩，更让城市氛围温暖惬意。全国文明城

市更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是每座城市的向往，更是人们的期盼。近年来，青岛莱西市按照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标准，坚持用“绣花功夫”抓常态化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创建体制机制更加成熟

完善，城市日常管理更加规范有序，群众性创建活动更加丰富活跃，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

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和提升。2020 年是“莱西会议”召开 30 周年，也是莱西市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的破局之年，全市上下凝聚共识、齐心协力、积极行动，全面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攻坚提升、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力量，不断探索创新长效管理

机制，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浪潮中。

在青岛莱西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志愿者们参加环境卫生整治。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s were organized in the whole Laixi with volunteers joining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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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为先，
以实践夯实民生基础

文明城市的创建，归根结底是一项

惠民工程，就是要通过综合“大考”持

续发力，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着力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让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市民。

创城，就要从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做起。

莱西市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治百日行

动”，通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道路街

巷、经营秩序、交通秩序、居民小区、

户外广告“六大整治行动”，着力解决

市民烦心、闹心、堵心的问题，优化镇

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文明水平。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城区以 22 条

主次干道为主线开展垃圾大清理，精细

化作业延伸至背街小巷、公园广场、市

场、绿化带、店铺门前等区域，确保无

存量垃圾。组织开展“净脸”行动，彻

底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县乡公路、沟渠

河湖等卫生死角盲区。维修更换分类垃

圾桶 730 个，在垃圾桶上设置张贴文明

提醒公益广告，清洁人员分区划片每天

清洁维护，垃圾日产日清。重点整治老

旧小区环境卫生问题，开展“无主建筑

垃圾清零”专项行动，集中清理了 130

个老旧小区常年堆积的生活建筑垃圾。

城乡广泛开展“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

树新风”活动，组织乡村清洁“大清扫、

大清运”120 次，美丽庭院家家动手人

人行动，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热潮。

同时，开展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提升城市形象品味。层出不穷、屡

禁不止的小广告一直是深受市民诟病的

投诉热点，严重影响城市“颜值”。青

岛市综合执法局联合水集街道建立小广

告“治理、清理、管理”机制，疏堵结合，

出实招、严执法，反复治、滚动治、根

上治，每月清理违规小广告万余处。采

取号码追呼、强制停机、集中教育、夜

间巡逻、追根溯源、设置广告位等措施

确保根治“牛皮癣”。针对店铺冒市经

营、私搭乱建，游商浮贩占路经营、卫

生脏乱等问题，开展经营秩序专项整治

行动，抽调人员成立专门执法队，制定

“错时工作制”和“早中晚”三头班制

度，开启全天候、无空挡执法，严防死

守、管罚并举。3 月以来累计出动 1000

余人次，整改违规行为 2000 余起。推

行“服务 + 执法”工作模式，按照“事

前主动服务、事中常态监督、事后依法

规范”的新方式，主动引导商户规范经

营，自觉参与城市管理，让城市管理有

制度更有温度。

此外，开展交通秩序整治，构建文

明和谐交通环境。坚持常态整治与专项

整治相结合、宣传教育与执法监督相结

合的工作思路，全面开展城区交通秩序

整治。交警部门成立文明交通管理工作

小组，采取定人、定岗、定责的模式常

态化整治交通路口违法行为。3 月以来，

累计出动警力 3000 余人次，教育、处罚

行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13400 余起，

为电动车张贴反光条 7000 余辆，发放宣

传材料 1.7 万余份。针对外卖、快递电动

车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问题，通过交通警

示教育培训开展专项整治，对于违反交

规的人员除进行交通处罚外，还要令其

现场协助交通指挥交通，加强媒体曝光。

专项整治后，骑手、快递员交通违法行

为基本杜绝。市公安局、综合执法局联

合下发《关于集中整治城区车辆乱停乱

放的通告》，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3

月以来共处罚违法停车 2100 余起。在管

理规范的基础上，对城区适合停车区域

开展调研摸底，规划加划停车线、增设

临时停车位、夜间停车位等，从根本上

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

挂图作战，健全创建机制
莱西市发挥文明城市创建联席会

议和城市管理机制优势，综合运用指挥

调度、分析研判、专项整治、督导检查、

情况通报等方法手段，调度创城责任单

位多向发力，同向推进。研究分解测评

指标，细化为 735 项要求，逐项落实到

全市 72 个责任单位和部门，制定 4 张

清单：责任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

督导清单，明确单位职责，限定整改时

限，每周督导落实。组织 5 个测评组压

茬推进 5 轮全面排查、10 轮督导整改、

30 次现场督办，整改问题 750 个。线

上线下齐发力，建立了 3 个微信工作群，

把所有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创城联络员分别纳入不同工作群，实现

信息共享、问题共查、市委领导同步调

度，全员行动、群策群力、全力创城。

莱西市级领导带头“啃硬骨头”，

历次督查中暴露问题多、多次通报不整

改的点位，领导带队开展系统性排查，

召开相关责任单位专题调度会、专项督

导跟进。组织创城责任单位一把手分批

次开展了城区综合环境集中巡查点验活

动，媒体跟踪报道，现场查点问题、现

场确定整改方案、现场签字领办、限时

整改提升。主要责任单位不分周末节假

日，加班加点，逐项落实，销号整改。

建立“排查、整改、落实、监督”长效

联合工作机制，针对小区、集贸市场等

重点难项目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所有责

任单位每周联合巡查、现场执法督促整

改，媒体专栏同步曝光，发动群众“随

手拍”监督，逐步实现所有小区、市场、

街巷巡查全覆盖。通过专项攻坚行动，

问题较多、整改难度较大的集贸市场、

商业街、小区、车站等发生了明显改观，

城区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营造氛围，将文明渗入人心
文明浸润城市，美丽融入生活。

创建文明城市，就要为市民营造一个美

观、时尚、文明、宜居的生活环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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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市开展了两轮创建文明城市氛围营造

行动，研究制定了《纪念“莱西会议”

召开 30 周年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户外

广告宣传方案》，按照“统一内容、统

一版面、统一规格”要求，在建成区内

22 条主次干道的市政设施、公园广场、

公交站点、集贸市场、跨街龙门架等批

量设置了美观、大方、与城市气质相宜

的公益广告和景观小品，打造 6 条特色

主题胡同墙绘 2200 余平。临街单位的

党政群机关、学校、社区利用宣传栏、

围墙护栏等设置内容相宜的公益广告。

专项督导政务大厅、商超、银行、通信

网点、宾馆饭店等因地制宜设置创城公

益广告，沿街所有电子屏幕持续刊播纪

念“莱西会议”召开 30 周年和文明城

市创建公益广告、短视频等。做到文明

标语随处可见、文明引导一路同行，彻

底改变了城区商业广告泛滥、视觉污染

的现象。

文明无处不在，美德润物无声。加

大媒体宣传力度，创新方式、灵活方法

扩大文明城市创建的知晓度、支持度、

满意度。全市下发了《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 建设美丽和谐家园》倡议书，市融

媒体中心在电视台、《莱西市情》、广

播等开设“创城看细节”“文明创建在

行动”等专题专栏，“文明莱西”“文

明城市啄木鸟”微信公众号专门跟踪报

道创城工作经验、曝光不文明现象，开

设“文明随手拍”平台，鼓励广大市民

参与文明“找茬”行动。用好“民情速

递”“民情热线”和电视问政等栏目平台，

着力解决好市民工作生活中的堵点、痛

点、难点问题，把文明城市创建落实到

每一项惠民工作中。将文明创建纳入道

德实践领域社会信用评价标准体系，对

于市民主动道实践德行为、为文明创建

做出贡献的可以获取信用积分，获得奖

励特权。通过大力宣传、广泛动员、真

干实干，让市民在得实惠、享成果的过

程中了解创城、支持创城、参与创城。

全民共创，集中社会力量打响
创城攻坚战

党员干部走在前，文明单位作表

率。在党政群机关干部职工中组织开展

“义务奉献”活动，利用双休日和节假

日期间组织干部职工做好责任区域内主

次街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周边、公园、

广场、绿地、沟渠等区域内垃圾、小广

告清理，发现劝导违章停车、占路经营

等不文明现象，为保持全市卫生整洁义

务奉献。组织文明单位开展文明交通志

愿者上岗服务活动，统一为志愿者配备

帽子、马甲、引导旗，70 个文明单位、

2100 多名交通志愿者每天活跃在主要

交通路口指挥交通、文明引导、热情服

务，在全市范围内营造“文明交通你我

他 城市文明靠大家”的浓厚氛围。

多彩活动做载体，文明创建共参

与。面向不同群体、在不同领域开展丰

富多彩的创建活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找

到参与创城的途径。中共莱西市委市政

青岛莱西市的机关干部义务参与劳动，集中处理卫生死角，为提升城区美化亮化献出一份力。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Laixi took part in the volunteer work, and focused on neglected corners of public hygiene to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city beau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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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结合本职工作、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制

定年度活动计划，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

创建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市总工会、

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组织开展了“我为

创城添光彩”环卫工人劳动竞赛活动，

物质精神双奖励鼓励环卫工人积极参与

创城。教育工委、团市委联合开展了“文

明莱西 创建有我”全市中小学生主题

创意作品征集、征文活动，收到绘画、

书法、视频等作品 300 件，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发动各级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校园等因地制宜开展创城宣

传、组织宣传活动。

志愿服务聚合力，同心共建文明城。

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践所（站）

组织 400 多支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村庄、

社区、大街小巷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创

城教育宣传、文明引导等活动。水集街

道建立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物业人员、

热心居民等组成的文明城市创建“啄木

鸟”志愿队伍，每天对社区、小区开展

地毯式问题排查，发现问题、形成清单、

监督整改。莱西市文明实践促进会发动

社会公益组织开展文明创建学雷锋志愿

服务行动，50 个会员单位、100 多支志

愿服务队走进城市各个角落，发现城市

文明中的亮点和“短板”，了解民生实

事的进展和实效，通过促进会沟通建立

与政府各部门的桥梁，让市民从袖手旁

观的“观众”转变为热情参与的“主角”。

（本文图片由莱西市文明办提供）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Laixi 
city has been following the 
standard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 detail in the 
norm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a  result ,  the c ivi l ized c i ty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have become more mature and 
sound,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city has become more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the mass activities 

have become more colorful and 
lively, and the citizen’s quality 
o f  c iv i l i za t ion  as  we l l  as  the 
city’s civilization level achieve a 
qualitative leap. The year of 2020 is 
not only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lding of the “Laixi Meeting”, but 
also the breakthrough year for Laixi 
city to build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e whole city consolidates 
consensus, pulls together, takes 
act ive  act ion ,  fu l ly  promotes 

improvement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organizes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s, brings 
into play the volunteer power in the 
new-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s, 
institutes and stations of all levels, 
constantly explores and innovates 
t h e  l o n g - t e r m  m a n a g e m e n t 
mechanism, and mobilizes all of the 
society to join the wave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rough 
holding diverse theme activities.

社区志愿者对小广告进行了集中清理。

Community volunteers removed illegal advertisements.

莱西市区一角，彰显着文明风采。

A corner of Laixi manifests the civilizatio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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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o build a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industry cluster highland

文 /王欣 成跃文

青岛西海岸，
打造世界级 5G高新视频产业集群高地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与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三维六度（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黄岛区委宣传部）

NRTA-Qingdao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Pilot Park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Qingdao Radio and TV Station,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nd 3W6D (Beijing) Culture Co., Lt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瞄准“新基建”风口，青岛西海岸新区再次加码推进5G产业布局。4月16日，中国广电·青

岛 5G高新视频实验园区与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三维六度（北京）文化有限

公司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5G高新视频产业云平台、中国影视工业化

示范基地、中国影视数字化 +4K修复中心和 5G高新视频联合创新中心。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孙立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区委书记孙永红，西海岸新区管委

主任、区长周安与华为中国区战略 Marketing 总裁曹泽军、华为中国区传媒业务部总裁蒋中平、三

维六度（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杨等一行举行会见并见证签约。

这是西海岸新区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有力举措，将有力助推 5G高新视频产业快速

集聚发展，打造世界级 5G高新视频产业集群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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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拍摄、制作、渲染、传输、发布等

全链条、全流程的专业化影视制作云服

务，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发展进程全面

提速。”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

发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青岛

西海岸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鲁

强介绍，整个园区以影视工业化体系为

依托，突出“科创 + 文创”融合创新模式，

发起“双招双引”攻势。目前，该园区

已签约引进高新视频产业链企业44家，

包括京东方、捷成世纪科技、浪潮等

18 家行业头部企业。

据了解，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是山东省“1+N”影视产业基地布

局核心园区和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重要

平台，拥有 40 个国际标准化摄影棚，

注册入驻影视企业已超过 300 家。作为

产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电·青

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是广电总局在

国内布局惟一高新视频园区，也是山东

省重大产业平台项目和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项目，先期由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负

责园区建设运营，再联合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建产业运营集

团，集聚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高新视频

四大影视产业平台正式落户
据了解，5G 高新视频产业云平台

重点围绕影视工业化标准体系、影视修

复等产业发展需求，打造驻地云 + 公

有云的 5G 高新视频混合云平台，向园

区内入驻企业及区外关联机构提供海量

数据存储、视频制作、视频修复、视频

AI、CDN 分发能力等全产业链云服务；

中国影视工业化示范基地基于 5G、高

新视频产业云平台、区块链、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涵盖影视制作管

理、数字制作、影视发行的影视制发云

服务体系；中国影视数字化 +4K 修复

中心建立影视数字化 +4K 修复完整业

务流程、规范和质量控制，实现影视修

复工业化体系建设；5G 高新视频联合

创新中心则围绕使能技术创新、生态构

建和人才培养三方面，提供视频 AI、

渲染、VR/AR 等创新技术，为园区企

业引入生态合作伙伴，并将视频产品和

技术能力推广到全球。

当前，国家正加快 5G 商用步伐，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成为了新

一轮投资发展的热点和亮点。此次四方

深度合作，瞄准“新基建”开展合作，

抢抓 5G 时代发展新机遇。“通过构建

融合的、云化的、开放的 5G 高新视频

产业云平台，将快速构建基于影视工业

化标准体系的影视制发云、影视修复云

和 5G 高新视频联合创新中心。”华为

中国区传媒业务部总裁蒋中平介绍，华

为还将在 4K/8K、VR/AR/AI 等领域持

续投入，促进 5G 高新视频生态的发展。

根据协议，四方拟在 5G 高新视频

产业、基于影视工业化标准体系的影视

制发云及影视修复云等方面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

“我们与华为、三维六度等行业

龙头企业开展合作，以建设国内首个影

视工业化全流程体系的云制作平台为引

领，集聚整合影视全产业链优质资源，

产业创新发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是连续 3

年进入世界百强企业的中国尖端科技企

业。三维六度文化有限公司致力于构建

未来电影工业全新生态体系，是一家以

4K-AI 数字化修复技术为核心的影视科

技文创企业。青岛广电拥有国内一流的

电视高清演播室和全数字播控中心，全

媒体融合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走近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

园区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山东省政

府、青岛市政府三方共建，中共山东省

委和广电总局主要领导揭牌设立。园区

总体规划为“一区五园”（“一区”即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五园”即创

智产业园、影视产业园、VR 产业园、

星创岛、“科产教”融合园），其中创

智产业园为先行核心区，占地 16 公顷，

总建筑面积 24.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5G 高新视频研发及孵化、中小企业总

部集聚和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

作为国家级重点产业园区和青岛

国际时尚城建设重大平台，中国广电·青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外景。（图片提供 /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

Exterior of NRTA-Qingdao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Pilo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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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具有五大独特优

势：一是高新视频先行先试使命。广电

总局在国内惟一布局的 5G 高新视频实

验园区，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和输

出发布行业标准规范，中国广电实现有

线电视“全国一网”整合与广电 5G 一

体化发展，按照三方协议约定主导园区

产业运营。二是与东方影都联动发展。

拥有 40 个国际标准化摄影棚，入驻影

视企业超过 300 家、拍摄影视作品百余

部，形成前棚拍摄、后台制作发布的一

体化产业体系。三是部省联动打造政策

高地。广电总局推动高新视频领域便利

化政策向园区集中，园区列入山东省重

大产业平台项目，省、市拟设立园区产

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四是构建高新视

频生态圈。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内容

生产为核心，重点布局高新视频内容产

品创新、高新视频云、硬件设备研发生

产、应用集成创新、内容监测与数字版

权服务五大产业，形成涵盖高新视频生

产、传播和服务的端到端产业链，已引

进京东方、浪潮、捷成世纪等高新视频

企业。五是市场化运营服务机制。设立

产业发展理事会和 5G 高新视频产业联

盟，组建园区产业运营集团，引入专业

公司提供智慧园区运营服务。

按照“政府主导、省部共建、企业

运营、内容为核、标准引领”的原则，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统

筹实施 3 年建设计划，2020 年园区建成、

推出应用产品，2021 年构建链条、规

模推广应用，2022 年集聚生态、引领

行业发展，重点发起八大攻势，打好五

大战役，搭建“8+5”运营与技术两大

服务平台体系，设立两支基金，举办三

大活动，推动高新视频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每年引

进高新视频企业 100 家。到 2022 年底，

园区累计引进重点实验室 8 个、龙头企

业和机构 60 家，签约入驻企业累计达

到 300 家，5G 高新视频产业总规模超

过 100 亿元，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

世界级 5G 高新视频产业集群高地。

5G 元素融入高新视频
2019 年 被 称 为“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5G 产业发展元年”，以“高格式、新

概念”为特征的高新视频是先进技术

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将成为 5G 

时代的文化消费主流，未来几年市场

规模可达万亿元。

5G 技术是广电行业转型发展的新

方向，也是智慧广电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

作为广电总局在国内惟一布局的 5G 高

新视频实验园区，承担促进广播电视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任务和高新视频领

域先行先试重大使命。伴随着 5G 在智

慧广电建设中的创新应用，高新视频内

容在广电领域的应用将走向常态化。广

电总局优先支持园区重大发展项目纳入

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文化改革发展规

划、区域发展规划、广播电视发展规划

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从宣传推广、项目

推介扶持、改革试点、创新试验等方面

给予支持，鼓励引导高新视频领域国家

重点实验室落户和输出发布技术、产业、

行业标准规范。

发展 5G 是国家战略，已成为新兴

产业发展热点，信息视频化、视频超高

清化是大势所趋，视频业务应该 5G 产

业最先发展的产业之一，所以全国多个

省市结合自身特点纷纷推出超高清产业

发展计划。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紧紧抓

住 5G 高新视频产业，充分发挥东方影

都产业基础、广电行业在视频内容创意

和生产上的丰富资源和天然优势，配套

最优质的产业扶持政策，先行先试、链

2019 年 8 月 26 日，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署及揭牌仪式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举行。（图片提供 / 中共青岛市黄岛区委宣传部）

On August 26, 2019, the MOU signing ceremony and opening ceremony of NRTA-Qingdao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Pilot Park project was hel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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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l l o w i n g  t h e  " n e w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t r e n d ,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further promotes the 5G industrial 
l a y o u t .  O n  A p r i l  1 6 ,  N R T A -
Qingdao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Pilot Park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 ion  agreements  wi th 
Qingdao Radio and TV Station,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nd 
3W6D (Beijing) Culture Co., Lt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o jointly build the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industry cloud 
platform, China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ializ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China film and television 
digitalization +4K repair center 
and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joint innovation center. This is 
a forceful measure taken by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to implemen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plans,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support the 
rapid cluster development of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industry 
so as to create a world-class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industry 
cluster highland.

式发展、开放合作，充分依托，紧紧围

绕高新视频内容生产核心，集中研发

4K/8K、VR/AR/MR 等高新视频，开展

实验验证和应用示范，完善高新视频云、

产业运营体系、人才培养、金融服务等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成为内容、

软硬件设备、系统、应用产品及行业标

准的先导试验区。

东方影都已建成世界一流的影视

工业化拍摄基地，虽然完成了很多大

型影视作品拍摄制作，但后期制作、

发行、人才、相关配套等产业链还不

够完善，将影视基地作为“一区五园”

架构的重要组成，高新视频产业发展

很重要的任务是同步完善内容制作、

设施配套、人才培养、内容发行等产

业链条，未来将形成前棚拍摄、后台

制作发布的一体化产业体系。同时影

视制作代表内容制作最高技术水平，

影视工业化同步带动其他高新视频产

业的整体能力水平发展。

中 国 广 电· 青 岛 5G 高 新 视 频 实

验园区作为国家级重点产业园区，正

处于 5G 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机遇

期，是加快推动广播电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重大

平台，将在全市乃至全国带动形成全

新的产业生态，吸引人才集聚，带动

高新视频全产业链发展，促进高新视

频产业从生产端、云服务端到消费端

实现快速超常规发展。

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的创智产业园主要建设 5G 高新视频研发及孵化、中小企业总部集聚
和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图片提供 /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

Chuangzhi Industrial Park in NRTA-Qingdao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Pilot Park is mainly 
built with three major functional areas respectively centered on 5G high and new-tech video R&D and 
incubation, SME headquarters cluster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当前，国家正加快 5G 商用步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成为了新一轮投资发展的热点和亮点。（图
片提供 /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

At present, China is accelerating the commercial use of 5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which have become hot spots and highlights for a new round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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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实施战略性布局 , 提出打造“5G 云 VR 融合创新示范区”。（图 / 杜永健）

Laoshan District implements a strategic layout to build a “5G Cloud VR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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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 1.9 亿元，
推动 5G 基建及创新应用

示范建设
在日前举行的崂山区“5G+VR”

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会上 , 崂山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保生详细介绍了

这一构想 : 拟投资 1.9 亿元 , 以成规模、

可落地、有产出的应用创新作为产业发

展驱动力 , 通过 VR 进小区、进工厂、

进场馆、进学校、进商圈、进医院、进

景区等系列应用示范 , 加快构建虚拟现

实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圈、推动 5G 基

建及创新应用示范建设。

众所周知，5G 是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 , 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 , 将为工业互联网、企业云、人工

智能、车联网、远程医疗等提供产业

支撑 , 可谓领衔“新基建”。而 VR/AR

则被业界公认为是 5G 时代首要的创新

业务。一方面 ,VR 为 5G 这一国家新型

基础设施提供了普适典型的应用场景 ,

另一方面 5G 有望打破单机版 VR 小众

化的产业发展瓶颈。

投资 4 亿元 , 开通 5G 基站
1132 处 , 实现主城区和重点区

域 5G 信号连续覆盖
而崂山区则抓住了“新基建”的

关键 , 抢抓机遇。其实，仔细分析不难

发现 , 崂山区的“先发优势”并非偶然。

崂山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 ,

实施数字经济发展行动计划 , 启动第一

批 5G 项目建设 , 创建“5G+VR”产业

发展示范区。

近年来 , 崂山区对 5G 重视程度非

同一般。5G 要形成产业链 , 基站建是

前提。2018 年崂山区已在全省率先建

立了崂山区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管理联席

会议工作机制 , 创建了移动通信基站建

设管理的“崂山模式”。据中国铁塔

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单义卫介绍，2019

年以来 , 在崂山区的支持下 , 已建设完

成 5G 基站 647 余处 , 覆盖崂山主城区

重要交通干道、重点项目和功能区。今

年还将追加 4 亿元投资 , 计划在崂山区

开通 5G 基站 1132 处 , 实现主城区和重

点区域的 5G 信号连续覆盖。

与此同时 , 崂山区也是全国最早抓

住 VR 产业发展历史机遇并制定清晰明

确的产业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的地区。

早在 2016 年 VR 元年 , 崂山区就明确

提出了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都”

的战略。

而历经多年发展 , 崂山区先后引

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10 余家高水平高

校院所 , 目前全区研发单位占全国同

类研发机构的 70% 以上 , 研发投入达

到 2.54 亿元 , 虚拟现实科研创新力量

位居全国前列。

同时 , 崂山区还汇聚起小鸟看看、

量子云、宇科等虚拟现实企业逾百家 ,

成功创建了国内首个国家级虚拟现实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9 年产业营

收已突破 40 亿元 , 利润达到 2.55 亿元。

根据崂山区发布《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到 2022

年 , 崂山区 VR 产业收入将达到 100 亿

元规模。

众所周知，5G是通信技术发展的新阶段，是构建万物互联的基础，目前已

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备受各行各业瞩目。

眼下,“新基建”风头正劲,全国各个城市纷纷发力、你追我赶。如何抢得先机？

崂山区实施战略性布局 , 提出打造“5G云 VR融合创新示范区”。

崂山迎来        时代
文 /杨睿  王兴

5G
Laoshan District ushers in the “5G”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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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初步完成“5G 云 VR 融合
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 再加上

提前布局 , 崂山区在“新基建”这个风

口上 , 机会可谓很大。这也在青岛市级

层面得到了积极认可 , 当天参会的青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卞成特别指

出 , 崂山区作为青岛市第一个召开 5G

工作推进会议的区市 , 要持续推进 5G

网络建设 , 加快推进 5G 云 VR 示范区

建设 , 力争在全市做好表率 , 走在前列。

目前 , 崂山区已联合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初步完成“5G 云 VR 融合创

新示范区”的建设方案 , 青岛联通已基

本完成试点小区入网改造方案及云平

台等技术支持方案。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华为、中国联通网研院、小鸟

看看等项目有关单位均对项目方案表

示了认可 , 并将全力以赴在项目方案完

善、技术创新支持、头显终端提供等

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年内 3000 户家庭
开通 VR 试点业务

在 王 保 生 看 来 , 建 设“5G 云 VR

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现实意义不仅在

于虚拟现实业务从“看起来”向“用

起来”的模式转变 , 更是完善虚拟现实

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

变的关键举措。

“通过进小区、进工厂、进场馆

等形式可以充分推动‘虚拟现实 + 云

+5G’的规模化应用。在当前行业背景

下 , 云化虚拟现实为运营商、云服务商、

内容厂商和硬件厂商等市场经营主体探

索了新的机会 , 也成为虚拟现实产业生

态链条中的新兴力量。同时 , 以 5G 云

VR 为市场需求 , 将改变传统以资招企

的招商定式 , 实现因业来投 , 以业驻企

产业集聚的目标 , 即招引并扶持多家外

来及本地企业 , 打造 5G 云 VR 领域具

备竞争力的‘崂山兵团’。”王保生说。

根据计划 ,“5G 云 VR 融合创新示范区”

将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 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的原则 , 分 3 个阶段实施。

今年 , 示范区建设将重点推进“5G

云 VR 进小区”项目建设 , 通过选取若

干试点小区“先行先试”的方式 , 尽快

拉通面向小区用户的 VR 业务体系 , 形

成示范效应。今年内拟面向 3000 户家

庭大众用户开通 VR 试点业务 , 包括午

山馨苑、尚东区、桃源居、埠东佳苑、

海上海等小区 , 预期在今年底完成建设。

在业内人士看来 ,“5G 云 VR 融合

创新示范区”将在产业效益、经济效

益、创新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方面体现价

值——以 5G 云 VR 为市场需求 , 为全

国虚拟现实企业提供公平、开放、广阔

的市场环境 , 培育 5G 时代“杀手锏”

级业务 , 有望成为全国标代表性 5G 云

VR 规模商用计划 , 实现 5G 云 VR 真正

走出展厅、走入家庭。

“新基建”, 青岛崂山区已然站上

风口 , 趁势起飞。

5G 将把各行各业全部囊括进来，最终实现“万物互联”。（图 / 摄图网）

5G will cover all industries with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ventually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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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G 虽然“短命”，但对中国的 IT

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换

句话说，没有当年的 3G，就没有中国

在 4G 时代的抢跑，更没有在 5G 时代

的领跑。

如果说从 1G 到 4G 的升级，是通

信行业本身的技术升级，那么 5G 似乎

超越了通信升级本身，也因此备受各界

关注。首先发生“颠覆”的将是人们的

生活方式。这不仅体现在人际通讯、视

频下载和观看体验上，还因此会被应用

于远程医疗、智能养老、无人驾驶汽车

等产业上，互联网也将由“百事通”变

为“万事通”，“万物互联”将不再只

是美好愿景，城市治理也将以数据的方

式重构。

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 5G 与人工

智能结合，在不久以后，5G 将带来新

的自动化。虚拟数据对现实社会生产力

影响越来越大，必将会在全球迎来新一

轮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渗透进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

生活方式。这将成为驱动工业革命的关

键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

也必将“颠覆”我们的工作方式，依靠

着 5G 带来的高速无线网络，工业 4.0

时代也将加快“跑步前来”的步伐。例

如，云视频会议或许将成为未来主流的

从 1G 到 4G 的演进
我们所称的“1G”“2G”“3G”“4G”“5G”，

均 是 相 对 于 固 定 通 信 技 术 的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这 里 的“G” 是 指 英 文

Generation，即我们所说的“代”，从

1G 到 5G 也就是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

移动通信技术。

上世纪 80 年代，以昂贵终端、昂

贵通话费为特征的“大哥大”横空出世，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第一代移动通信技

术，简称 1G。1G 是模拟技术，其手机

电池寿命和语音质量差，安全性差，并

且容易掉线。但不管怎么样，它使人们

的通话摆脱了线的束缚，是人类通信史

上跨时代的进步。此后，一代又一代的

移动通信技术不断产生。

到 上 世 纪 90 年 代，2G 产 生。2G

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通信技术，

也是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移动通信

技术。2G，包括后续的 2.5G、2.75G 网

络，都属于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除提

供语音通话外，还能提供较低速率的数

据业务。与此同时，使用 2G 手机已经

可以浏览文字信息，但要观看图片和视

频信息非常困难。

3G 速率相对于 2G 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可以较轻松地浏览图片信息。

2009 年，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向国内 3

大运营商发放了 3 张不同的 3G 牌照。

3G 技术的商用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

使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我们熟知的微

博、淘宝、QQ 等过去只能在电脑上实

现的应用，被迅速“搬”到了手机上。

2013 年 12 月，中国 4G 牌照发放，

3 家运营商立刻开展网络建设并投入使

用，3G 迅速被 4G 取代。4G 网络实现

了网速的飞跃，可以轻松在线观看高

清视频。随着 4G 网络的完善，以视频

应用为代表的各类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实现了全面数字化的大跃进，移动主

宰一切的序幕拉开。但是值得一提的

As  w e  a l l  k n o w ,  5 G 
i s  t h e  n e w  s t a g e 
o f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echnology deve lopment ,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nd now has become a 
focu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and all walks of life.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thriving, and all cities in China are 
making efforts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How to take the preemptive 
opportunities? Laoshan District 

implements a strategic layout,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5G Cloud 
VR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5G network coverage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5G+”, 
5G will cover all industries with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s well 
as deep integration of 5G and 
each industry eventually realized,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chieved, and many 
emerging industries spawned.

办公方式，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在沟通和

社交层面基本消失，随时随地的多人沟

通将近在眼前。信息的高速传输更会使

我们在工作上拥有更多自由。

此前，多数用户心目中的 5G 就是

网络速度的大幅度提升，但实际上，

这并非 5G 最具有颠覆性的特征，5G

的厉害之处在于 5G 可以把人与物、物

与物连接起来，即连接万物。也就是说，

如果通过 5G 实现自动控制，其反应速

度远高于人们大脑的反应速度。基于

这一特性，5G 网络可以应用于许多之

前 4G 网络无法应用的场景。汽车通过

网络连接，实现自动驾驶、编队行驶，

不用驾驶员干预自动寻找车位、倒车；

医院内，患者通过远程诊断，无线内

窥镜、超声波，不出市就能享受到国

内顶级医院的医疗专家诊疗；无人机

随时自动待命，只要需要，可以通过

无线控制，将无人机送到巡检、安防、

农业等领域的第一线……这些存在于

影视作品中的情节，将很有可能在 5G

时代“落户”寻常百姓家。

随 着 5G 网 络 覆 盖 的 完 善 以 及

“5G+”的不断推进，5G 将把各行各

业全部囊括进来，最终实现“万物互联”

和 5G 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传

统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并催生诸多新

兴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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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建设“冲锋号”  不负春日好时光

四季更替，岁月更迭，春日如约而来。

胶州湾畔，董家口经济区，海湾化学每年 40万吨VCM/PVC二期项目的建设工地上，

是一派热火朝天、马不停蹄地繁忙施工景象。大型设备都已安装就绪，从外观看与一期项

目装置并无差别。吊车运转着吊臂将各种配管送至管廊上，工人们再将其进行安装、焊接，

一切井然有序。

自青岛西海岸新区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以来，海湾化学 40 万吨 PVC/VCM二期

项目也加紧推进建设，力争项目在 6月底完工。

文 /韩海燕 

Sound the “charge” of construction in the wonderful spring time

春日的海湾化学再次奏响建设“冲锋号”。（图 / 杜永健）

Haiwan Chemical sounds the “charge” of construction again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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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企业安排在同一个园区，成立了海

湾化学。

这种“一体化”模式，重塑了生产

流程，延伸了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了优

势资源共享。随着这种模式的应用，一

方面大幅降低了原料采购、能源供应、

物流仓储等生产环节的成本 ; 另一方面，

通过科学管理手段大幅降低了企业管理

环节的成本，增强了企业的风险防控能

力。重组后的海湾化学总投资 53 亿元，

占地 133 公顷，拥有年产 30 万吨烧碱、

40 万吨氯乙烯、40 万吨聚氯乙烯、50

万吨苯乙烯和12万吨偏硅酸钠的能力。

“1 十 1 十 1>3”的组合效应凸显。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海湾化

学的整合，从更深层来讲也是一次内部

供应链的优化，以集约化经营凝聚核心

竞争力，获得可持续的比较优势 : 通过

乙烯的集中采购，企业对供应商具有了

更大的议价能力 ; 多重产品的营销，市

场占有率的扩大，也让企业具有了对经

销商更大的议价能力。最终，企业可以

从中获取最佳的供货资源，建立起强势

的销售网络。

2017 年 8 月 16 日，《水俣公约》

正式生效，再一次证明了海湾化学独

“从 2 月底开始，项目就陆续开始

复工了，早在年前，一些大型设备、关

键设备就已落座，目前，二期项目建设

开始走上正轨。”海湾化学工程部部长

王庄介绍，目前，设备安装和配管工作

已基本结束。VCM 二期已经开始管道

试压，PVC 二期也正为管道试压做准备。

据了解，为推进二期项目更快更好

地建设，海湾化学提出要求，20 余家

参建单位倒排工期。目前，近 20 家施

工单位确定了项目中交日期。VCM 主

装置预计 5 月底进行中交，PVC 主装

置预计 6 月底完成中交。其它配套项目

如空分、循环水等也计划于 6 月底前完

成中交。同时增派骨干人员向二期倾斜，

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投资 11.4 亿元的海湾化学 40 万吨

PVC/VCM 二期项目作为青岛市重点项

目，也是海湾化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项目建成达产后，海湾化学销售

收入将突破 100 亿元。二期项目建成投

产后，海湾化学乙烯法聚氯乙烯产能将

跃居国内第一，苯乙烯产能国内单套最

大，5 万立方米低温乙烯储罐国内最大，

偏硅酸钠产能升至亚洲第一。

目前，聚苯乙烯项目正加紧进行

技术交流。双酚 A 项目也正加快推进，

目前处于技术交流、资料编制及设备采

购阶段，预计 2021 年底完成机械竣工。

海湾化学如今的面貌，还得益于一

场极富想象力的变革。

原来海晶化工氯碱装置生产的烧

碱，是东岳泡花碱生产偏硅酸钠的基础

原料，产出的氯气是生产氯乙烯的基础

原料 ; 而青岛碱业的苯乙烯装置所需原

料乙烯，也是海晶化工生产氯乙烯的基

础原料。海湾集团将 3 家企业聚合在一

起，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2017

年 9 月，海湾集团提出了“一体化”战

略，将原海晶化工、青岛碱业新材料、

东岳泡花碱 3 家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度较

到的战略眼光。同年，海湾化学荣获

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

称号，成为全国氯碱行业中两个获此殊

荣的企业之一。

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也让海湾化

学不断进行着工艺、技术和产品的升级

和引领。按照“四化”和“一体化”的

要求，海湾化学先后引进英国英力士专

有工艺技术，生产 VCM 及通用型、特

种 PVC 树脂产品 ; 引进美国德西尼布

石伟公司的乙苯脱氢法清洁生产工艺生

产苯乙烯 ; 引进日本氯工程先进的离子

膜电解技术，生产高品质烧碱 ; 引进德

国技术，建设包括 5 万立方储罐在内的

低温乙烯储运装置。这些新技术在安全、

环保、节能与循环利用等方面都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能生产出满足国内外客户

不同需求的产品。

过去，海湾的产品大多应用于管

道、普通塑钢门窗等领域，而现在，海

湾的高端产品，甚至能替代部分美国、

日本同类产品。伴随新工艺、新装备的

投入使用，海晶化工逐渐进入世界高端

市场，下游客户均为如雀巢集团、荣威

体育用品、威高集团、扬子江制药等各

行业顶尖企业。

海湾化学多年来的发展，每一步都做到了稳扎稳打，稳步前进。（图片提供 / 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Through years of development, Haiwan Chemical has been proceeding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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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二期项目的推进，海

湾化学作为行业引领者，有了更为广

阔、更为明晰的发展路径——在持续

扩大产能的同时，不断向着价值链的

高端延伸。

胶州湾畔的海湾化学，无疑是董家

口循环经济区发展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也是董家口践行先行的一个缩影，是国

内化工行业的一个样板。从无机产品向

有机产品的结构调整以及生产装置的逐

步升级配套，从离子膜烧碱的扩改到最

终淘汰隔膜法制碱工艺，直至青岛西海

岸经济新区——全国第 9 个国家级新区

实施的海晶化工搬迁升级改造。

在环保搬迁这一“催化剂”的作用

下，从青岛老城区搬迁到董家口的海湾

化学发生了诸多改变：技术达到世界一

流水准、高端装备推动生产智能化、安

全网络越织越密、绿色变革筑牢环保红

线、高端智能化管理应运而生……在引

进中消化、在消化中吸收、在吸收中再

创新，不可否认的是，海湾化学走在了

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

它的转型，尤其不断的新旧动能转

换，给众多正在探索着的化工企业带来

诸多启示，想必这是献给中国化工最有

价值的力作。新起点上的海湾继续坚持

着绿色化工和高端化工发展方向，以创

新为驱动，以深化产学研合作为依托，

通过加快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

工作站的平台搭建，深入推进集团“一

体化”建设，切实发挥园区优势、集聚

优势和裂变效应，努力挖掘化工行业爆

发式增长的潜力。

海湾化学实施职工创业幸福计划
备受职工关注的《青岛海湾化学有

限公司职工创业幸福计划》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其中不少的福利计划贴合

职工实际，让职工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指数，为职工铺就了

宽广的幸福之路。

在职工创业幸福计划中，海湾化

学对原有职工福利保持不变，像保持

职工收入每年适度增长，职工享受“五

险两金”；在岗职工按有关规定享受

带薪休假、探亲假；在岗职工每月发

放 1000 元生活补助，新入职的外地职

工 发 放 1000 元 一 次 性 安 家 补 助 等。

还有部分条款在慰问金的数额上进行

了适度增长，像生育享受的慰问金由

之前的 500 元增长为 600 元，在职职

工生病住院享受 300 元慰问金增长为

500 元。

此外，为鼓励职工加强学习，提升

文化素质，海湾化学在创业幸福计划上

增加了职工继续进行学历教育的鼓励政

策，取得国家承认专科学历的，报销学

费 80%，本科学历的，报销学费 100%。

海 湾 化 学 为 了 营 造 学 赶 先 进 的

氛围，增加了评先树优，典型引路，

对 在 生 产 经 营 中 表 现 优 秀 的 员 工 进

Season changes, time goes 
by,  spring has come as 
schedule.

At  the  construct ion s i te  o f 
Haiwan Chemical’s 400-thousand-
t o n / y e a r  V C M / P V C  p h a s e  I I 
project in Dongjiakou Economic 
Zone on the Jiaozhou Bay, the 

construction work is in full swing 
without a stop; large equipment 
has been installed and has the 
same appearance with that of 
the phase I project. The jib of 
crane delivers different kinds of 
pipelines to pipe wells for workers 
to install and weld.

Since the “charge” of resumption 
o f  work  and  produc t i on  was 
sounded in Qingdao West New Area, 
Haiwan Chemical also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400-thousand-
ton/year VCM/PVC phase II project, 
aiming to complete it by the end of 
June.

行 表 彰 奖 励， 对 为 企 业 发 展 做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人 员 定 期 组 织 学 习 考 察 和

健康修养。

海湾化学职工创业幸福计划，受惠

范围不仅局限于在岗职工，也包括了退

养职工、在岗职工子女和家属。

特别是对在岗职工子女和家属方

面，海湾化学创新思路，并广泛征集了

广大职工的建议，增加了举办“职工家

属开放日”和“职工子女夏令营”的条

款，这是职工呼声最高的活动。虽说今

年受到疫情防控的要求暂且不能实施，

但只要疫情情况允许，海湾化学将制定

相应计划，适时举办。不仅对职工生育、

结婚发放慰问金，对在职职工过生日和

子女录取本科学校也设定了不同金额的

慰问金。可谓是关怀范围之广，受奖额

度之大。

同时，海湾化学还适度提高退养

职工待遇，让退养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

果，在岗职工退休和不在岗退休的职工

都发放相应额度的纪念品。此外，海湾

化学还对职工个人、直系亲属生病住院

个人负担3000元以上者启动爱心基金，

仅 2019 年就为在职职工及其直系亲属

办理爱心基金 30.37 万元，对职工的关

怀做到细致入微。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海湾化学

积极筹建职工生活区建设，目前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基本完成，待条件具备后将

尽快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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