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广告



Advisor  顾    问

President  社 长

   Deputy President  副社长

Deputy Editor-in-Chief  副总编辑

 Assistant President  社长助理

Planning Director  策划指导

Executive Director  执行总监

Editor- in-Chief 's Off ice

Director of Editor-in-Chief's Office  总编室主任

 Editor   编辑

Tel  电话

E-mail

Editorial Department

Director  主任

Deputy Director 副主任

Producer  策划

Editor in Charge  责任编辑

Picture Editor  图片编辑

Press Photographer  摄影记者

Design Director  设计总监

Graphic Design  装帧设计

Distribution Center

Director  主任

Deputy Director  副主任

Tel  电 话

E-mail 

Office

Director  主任

Deputy Director  副主任

Tel  电 话

sdchina. com

 Editor-in-Chief  总编辑

 Tel  电 话

Legal Advisor  法律顾问

刊期 2021 年第 16 期 总第 758 期

封面主题   《我爱青岛》 

封面作者   冷金城

运营机构   青岛国际新闻中心

地址    中国青岛市莱州路 7 号甲

电话    0086-532-82825531

广告部    0086-532-82821855

传真    0086-532-82825531

E-mail    fanchuanzhidu@163.com

本刊发行至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区。

本刊向世界 483 所孔子学院（课堂）赠阅。

本刊向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及重要商务机构赠阅。

本刊发行至中国（包括港澳台）所有省、市、

自治区。

本刊向中央领导、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

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大、省人民政府、

省政协领导和各厅局主要领导及各市县（区 )

主要领导赠阅。

本刊向山东省青年联合会青联委员赠阅。

本刊向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全体师生赠阅。

本刊在以下场所定点统一摆放

山东省境内主要火车站、港口贵宾室

东方航空公司至国内外的航班

济宇高速运业有限公司至中国各地的高速大巴

山东省三星级以上宾馆大堂与贵宾室

青岛市星级宾馆、酒店、休闲场所

本刊海外联络处

北 美  

加拿大京华书店

（加拿大渥太华市萨姆赛特街 65 号）

美加华语广播网

（美国纽约市百老汇第四大街 449 号）

欧 洲  

比利时长城书店（GROTE MUUR 

Gespecialiseerde Chinese Boekhandel 

Ruysbroeckstraatgalerij 5 B.1000 Brussel 

Belgium）

法国凤凰书店（Librairie de la Chine et de  

I’Asie72，boulevard de Sebastopol 75003 

Paris France）

东 亚

日本东京都港区赤坂 3-11-14-712

日本沖縄県中国山東省文化観光交流センター　

中 东  

阿联酋迪拜国际城 CBD34. Shop No11.

大洋洲  

南澳东方书店（澳大利亚南澳州阿德雷得市伦德尔

大街 225 号 )

本刊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处

香港华鲁有限公司信息交流部 （香港湾仔港湾道一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42 楼）

本刊台湾省联络处

中华齐鲁文经协会（台北市民生东路 2 段 145 号 7

楼）

订阅 全国各地邮政局 / 代号 24-88

发行 国内总发行 / 济南市邮政局

发行 国外总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中国北京 399 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 CN37-1238 / Z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837X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 鲁广发登字 3700005037 号

制版印刷 青岛圣合印刷有限公司

拥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称号

山东惟一中英文双语综合类周刊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不得转载、传播及其他任何方式使用本刊图文。

本刊已被“中国山东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知网”、“博看网”、“蜘蛛网”全文收录。

所有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及本刊合作媒体进行信息网络传播及发行。

本刊所支付的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的稿费。

本刊部分作者地址不详，请见刊后与本刊联系以领取稿酬。

阅读本刊电子版请登录青岛宣传网：
http://www.qdxc.gov.cn/

青岛帆船运动官方网站：
http://www.qdsailing.org

译文支持：
中译语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孙立杰  Sun Lijie

刘斌  Liu Bin

张仁玉  Zhang Renyu

李红梅  Li Hongmei

曹玉山  Cao Yushan

徐树成 Xu Shucheng  车景华 Che Jinghua

侯晓东 Hou Xiaodong  刘谕  Liu Yu 

朱益玲 Zhu Yiling

总编室

李科村  Li Kecun 

马英 Ma Ying

0086-531-81615005

zongbianshi2014@163.com

编辑部

张瑞平  Zhang Ruiping

王欣  Wang Xin

张敏  Zhang Min 袁华强  Yuan Huaqiang

魏浩浩  Wei Haohao 韩海燕 Han Haiyan

王勇森  Wang Yongsen

杜永健  Du Yongjian

崔群  Cui Qun

朱晓霞  Zhu Xiaoxia  

发行中心

曹玉山  Cao Yushan

徐金利  Xu Jinli

0086-531-81615022

zouxiangshijie@126.com

办公室

梁涛  Liang Tao  

王红霞  Wang Hongxia

0086-531-81615011

中国山东网

李红梅  Li Hongmei

0086-531-85876655

周云泽  Zhou Yunze  王宜文  Wang Yiwen

主管主办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编辑出版    走向世界杂志社

协       办    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社址 中国济南市建国小经三路 47 号

电话 0086-531-81615009  81615022  

传真 0086-531-81615010  

网站 www.sdchina.com

邮编 250021

公众微信号：qdphoto

扫描手机二维码了解更多 电子版阅读 

广告



在青岛，赴一场古堡之旅

Taking a Carefree Stroll in the Ocean 
of  Spring Blossoms 

72 春花绽放是浪漫  踏足一处是花海

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让“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幻化 成 生 活，那 就 是青岛的 崂山

区——作为开放创新宜业怡居的山海品质新

城，这里有淳朴自然，也有时尚活力，还有温

柔缱绻。

46 Taking a Trip to Ancient Castles in 
Qingdao

青岛，城如其名，青青之岛，一座浪漫如

初的城市。

春待花开、盛夏游海、入秋赏叶、深冬映

雪，变幻春秋、日夜不同。

她，总是不动声色，却让人流连忘返。

而那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欧韵建筑，则是

这里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汇聚成了青岛生生

不息的城市文脉。

时尚  Fashion

打卡青岛 Snapshot in Qingdao

在青岛，赴一场古堡之旅

人间四月天 日暖风清淡

食尚青岛 Fashion Food in Qingdao

品尝春日一抹鲜，享受季节的独宠

动感青岛 Dynamic Qingdao

追忆航海家郭川

2021 青岛剑指“全球知名体育城市”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享受家庭互动时光

青岛好礼 Qingdao Goodies

一丝“长青”留在手 仿若人在画中游

青岛影人 Fashion in Qingdao

春花绽放是浪漫  踏足一处是花海

相遇博物馆  Meet Me At The Museum

盘结历史的“发丝” 铸就今日之美

悦读 Reading

想起了李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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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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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篇：每年引进集聚各类人才25万人

农业篇：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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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ing Towards a Brand New Journe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06

七年磨一剑  “财富青岛”的成绩单

2014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11个国家部委批复设立青岛

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Sharpening a Sword for Seven Years
A Strong Track Record of  “Fortune Qingdao”

34

开启“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

一个五年。

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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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the first five-year for China to embark 
on the new journey of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march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fter China has built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achieved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lso a key period for Qingdao to 
“invigorate the city” at a higher level and build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Going forward, Qingdao will basically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t a higher level, build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cosmopolitan city with strong influence, cultiva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city, and advance in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as a global maritime center city.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第一个五年。

“十四五”时期更是青岛以更高水平“搞活一座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展望未来，青岛将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成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培育国家中心城

市核心竞争力，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昂首挺进世界城市体系前列。

青岛将以更高水平“搞活一座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图 / 吕建军）青岛将以更高水平“搞活一座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图 / 吕建军）
Qingdao will “invigorate the city” at a higher level and build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Qingdao will “invigorate the city” at a higher level and build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Marching Towards a Brand New Journe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文 /张文萱

开启“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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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主要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 15

个、约束性指标 7 个，力求充分体现

“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充

分体现青岛发展的实际和特色。

规划《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落

实。据介绍，青岛将从明确责任分

工、健全规划体系、完善政策配套

和强化监督评估四个方面加强保障，

健全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凝聚起推

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动员全市人民

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规划蓝图变

为美好现实。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了青岛“十四五”时期

的 12 项战略任务：增强国际门户枢

纽功能，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

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长江

以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增强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

数字牵引作用，推进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昂起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

建设高能级湾区大都市；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先行区；促进人的现代化，构建

适配城市功能的人口发展格局；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山海城共融

的美丽青岛；增强文化软实力，彰

显多彩包容的人文时尚魅力；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推进社会共建共治

共享；增强安全发展能力，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青岛；深化市场化改

革，塑造高效青岛制度新优势。

围绕落实重点任务，《青岛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据介

绍，《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涵盖了 48 个重大平台、35

个 重 大 工 程、380 个 重 大 项 目、21

个行动计划、92 个改革试点任务。

在衡量城市发展能级的指标体

系设置上，与“十三五”相比，《青

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有很多创新。《青岛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

安全保障 5 个方面，设置了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R&D 经费投入增长等

《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描绘了未来青岛的城市蓝

图。展望 2035 年，青岛将高水平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培育国家中心

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昂首挺进世界城市体系前列。

锚定 2035 年远景目标，实现现

代化建设良好开局，“十四五”时期，

青岛将聚焦聚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和宜居宜业品质湾区城

市，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

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链

接，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基本建

成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

大都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

创新改革、社会文明程度、生态文

明建设、打造幸福美好家园、城市

治理效能 6 个方面率先走在前列，

带动山东半岛城市群全面提升在国

家发展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增强在

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竞争力、影响力。

为此，青岛将着力从 4 个方面

增强城市功能：突出青岛在新发展

格局中的“双节点”价值，着力增

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坚持创新在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主

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着力增

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增强高端产

业引领功能；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探索生产美、生态美、生活

美的融合发展新机制，着力增强“三

生”融合发展功能。

以新发展阶段的目标为指引，

《 青 岛 市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Planning: 12 Strategic Tasks of Qingdao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规划篇 : 青岛明确“十四五”12 项战略任务

文 /张文萱

“十四五”时期是青岛更高水平“搞活一座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

进入新发展阶段，青岛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已经市十六届人大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的《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给出了答案。

《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阐述了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 2035 年发展宏伟蓝图，

是指导青岛市“十四五”时期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行动纲领。

“十四五”时期， 青岛将聚焦聚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居宜业品质湾区城市。（图 / 吕建军）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 will focus on building itself into a global maritime center city, an international gateway hub city,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and a livable and business-friendly bay area city of high quality.

“The 14th Five-Year 
P l a n ”  p e r i o d  i s 
a  k e y  p e r i o d  f o r 

Qingdao to “invigorate the city” 
at a higher level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s China 
enters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how can Qingdao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Outline of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ong-
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of Qingdao,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6th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f Qingdao and officiall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s the overall objectives, 
major tasks and major initiativ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draws a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through 2035. 
It is the action plan guiding the 
construct ion of  Qingdao as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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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应用先进城市。加快推进市北

供应链大厦、平度现代供应链孵化基

地建设，培育新型供应链服务企业。

增强流通主体实力。更加注重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商业

模式和知名品牌，支持企业建设境外

营销、支付结算和仓储物流网络。加

快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连锁

经营，多维度提升传统商贸流通企业

自身竞争力。深入推进中小商贸流通

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中小商

贸企业物流成本。

加强商贸流通标准化建设。完

善标准制定体系，进一步形成政府主

导制定与市场自主制定相协调的标准

体系，加强行业标准制定，强化标准

实施应用，建立重点标准实施监督和

评价制度，加强标准在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行政

管理中的使用。

提升商贸流通数字化水平。支

持具有产业链、供应链带动能力的核

心企业打造产业“数据中台”，以信

息流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

支持出口园区和基地创新数字服务出

口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积极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

能和效益倍增作用，打造形成数字经

济新实体。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制定线

上线下展会扶持措施，支持企业参加

国际展会、云采购对接会等展洽活动，

加大对欧美、日韩传统市场以及东盟、

“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等

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运用 5G、云

视频等新信息技术，实现“线下集中

产品展示、线上集中采购对接”，助

力企业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

三区”（滨海消费带和环胶州湾活力

提升区、新兴发展区、战略发展区）

消费空间。改造提升台东步行街、

中山路、城阳鲁邦国际风情街和即墨

古城等重点商圈街区，提升便利店、

社区超市、美容美发等便民消费网点

发展，推进便利店品牌连锁发展，形

成“8 分钟便民商圈”。改造 46 处

夜间休闲消费和餐饮休闲街区，打造

一批网红夜消费打卡地。推进胶东国

际机场、邮轮母港设立口岸免税店。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引导商业

街区和综合体开展“线上直播 + 体验”

活动，发展“四首经济”（区域首店、

行业首牌、品牌首秀、新品首发），

每年引进发展新零售、智慧商店主力

店 10 家以上，形成体验式消费新场

景，提升城市消费供给质量。通过直

播电商、社交营销等开启“云逛街”

新模式，培育“小而美”网络品牌。

实施乡村商贸振兴工程。支持 10

个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提升，培育

创建 20 处特色商贸小镇，争创省“乡

镇商贸中心建设示范县（市）”。发展

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城乡高效配送，

促进城乡配送网络化、集约化、标准化。

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成立“青

岛市内外贸一体化产业联盟”，推动

出口企业“三同”产品进电商、进商

超、进社区。支持青岛外贸企业出口

转内销，在大型商场、超市设立外贸

出口产品专区、专柜，开拓国内市场。

建设高标准流通体系
加快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实施

《关于深化创新与应用发展现代供应

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1-2025 年）》，复制推广“海

尔卡奥斯”“酷特 C2M”和“利群智商”

等生态供应链模式，争创全国供应链

“国际客厅”在集聚配置国际国内资

源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区域协同开

放的青岛龙头带动作用明显提升，对

内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

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形成发展互动；

对外扩大东西双向开放，面向上合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通日韩，

构建国际合作新平台。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主

要围绕推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开展工作。将集聚优质消费资源，

培育发展一批国际产品和服务消费

新平台，立足胶东、辐射黄河流域、

放眼东北亚乃至更大区域，构建内外

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将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抢抓 RCEP 签

署机遇，深化与日韩地方经济合作，

构建优化与黄河流域城市、胶东经

济圈等区域的互动协作机制，打造与

日韩、中国香港等重点国家（地区）

间交流合作的桥头堡。

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增强消费供给水平。学习借鉴上

海等城市消费理念和模式，实施“青

岛购物”系列活动，联动半岛消费联

盟资源，开展节庆、网络、服务等消

费季、消费月、促销日主题活动，激

发消费潜力。建设中日韩消费专区，

深化与日韩在消费领域的合作，拓宽

国际中高端消费品购买渠道，推动在

新区及青岛市内传统商业区域开设

O2O 体验店，扩大青岛跨境电商进口

品类（酒类、美妆、保健品、宠食等），

加大对高端日用消费品的进口。

强化消费载体建设。发布实施

《青岛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2020-

2035 年）》和《“十四五”青岛商

贸流通发展规划》，加快形成“一带

Business: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商务篇：构建新发展格局

文 /张文萱

“十四五”期间，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青岛“双

节点”城市价值必将更加凸显，青岛商务系统将集聚全市各界的智慧和力量，率先探索有利于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和举措，加快以更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青岛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图 / 王华）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展望“十四五”，青岛提出了商

务更高质量发展目标：推动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 8% 以上，大中型商业

网点达到 200 个以上。国际贸易中心

城市基本建成，“十四五”期间，货

物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6%；到“十四五”

末，服务进出口额突破 1100 亿元，跨

境电商年进出口额达到 800 亿元。进

一步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全市实际利

用外资累计达到 310 亿美元，过亿美

元重点项目引进内资总规模年均增长

10% 以上。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基本建成，到“十四五”末，片区外

贸进出口突破 2000 亿元。上合示范区

“一带一路”合作新平台基本建成，

全市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

10% 以上；与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向投资项目突破 100 个。

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经开区前三主导产业集聚度

较 2020 年提高 4% 以上。国际经济交

流合作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伙伴城

市网络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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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a t  the  cr i t i ca l 
j u n c t u r e  o f  h i s t o r y , 
Q ingdao ’ s  commerc i a l 

system will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Qingdao Municipal 
C o m m i t t e e  a n d  M u n i c i p a l 
Government to “take the lead in 
actively serving the country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will focus o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seek to 
facil itate domestic circulation 
through new ways of circulation 
and boosting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 l opment  o f  bu s ine s s  by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and opening up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 ional  c irculat ion 
reinforcing each other, Qingdao’s 
value will be more prominent. 
Qingdao’s  commercial  system 
will pool wisdom and strength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city, 
take the lead in exploring tasks 
and initiativ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pione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开放合作融通，加

快产业链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加强

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经

济圈互动，发挥高铁时代新优势，很

好地吸收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

经济圈扩散出来的产业，创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加大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别招引

力度。产业方面，突出先进制造业招

商，保持制造业比重稳中有升，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会同相关

部门研究制定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措

施，抓好生产性服务业、海洋经济、

金融业等项目招引。加快数字经济招

商，推动数字产业要素集聚。国别（地

区）方面，突破日韩合作，打造中日

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城市。把握中欧

投资协定战略机遇，扩大欧洲国家跨

国企业招引。研究部署 RCEP 系统招

商工作，指导区市有针对性开展招商。

突出对上合和东盟国家的贸易类、能

源类及大宗商品项目招商。发挥香港

“超级联系人”优势，引进具有比较

优势的金融、投资、贸易、航运等服

务业投资。放大“两区”政策引力，

吸引“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资源，推

进优质项目集聚。

优化投资环境。建立部门、区

市联动的问题协调处置机制，及时解

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提高问题

处置效率。依托招商资源信息化社交

平台和调度平台，实现问题收集、协

调、解决、反馈实时在线办理，为投

资者提供咨询、投诉、建议等一体化

解决方案，形成推进合力。收集重点

国别（地区）投资企业的困难问题，

建立工作台账跟踪解决，发挥政策激

励作用，完善社会化招商奖励政策，

激励各类社会化招商机构推荐引进项

目。

有序推动对外投资合作
优化全球区域和产业布局。支

持“一带一路”沿线发挥产业互补优

势拓展合作，对东盟地区重点推进原

材料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合

作，推动轮胎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

等产业发展；对欧亚地区，重点推进

家电电子等优势制造业合作，开展资

源产品开发合作；对非洲地区重点推

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

施建设；对中东欧地区积极扩展国际

物流合作。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进海尔

俄罗斯及印度工业园、海信墨西哥工

业园和中程印尼综合产业园等境外经

贸合作园区建设，培育境外产业集聚

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鼓励企业引

入多元化股东或合作伙伴，降低投资

风险。发挥对外援助平台作用，支持

企业通过承接国家对外援助项目，拓

展非洲、拉美等新市场。

培育本土国际化经营企业。实

施跨国公司培育行动计划，支持海尔、

海信等有实力的企业并购国际知名品

牌和研发机构，发展高端价值链，

提高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发展“投—建—营”模式，增强

投融资、工程建设、运营服务综合优

势，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继

续推广“青建 +”等走出去融合发展

模式，发展国际物流、海外仓合作，

带动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

建强高能级开放大平台
发挥上合示范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新平台优势。落实省政府《关

于支持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和

“负面清单制”，争取一批改革创新

先行先试政策。争取空港综合保税区

增强外贸主体能级。利用自贸青

岛片区和上合示范区先行先试优势，

引进国内外知名贸易企业落户。支持

龙头企业完善国际营销体系建设，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

支持轻质循环油、棉花、橡胶等产品

现货综合交易，带动大宗商品进口。

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依托，培

育一批工贸一体制造业出口企业，打

造具有持久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中小外

贸企业群体。

建设高水平贸易促进平台。支持

青岛港打造国际棉花分拔转运中心等

平台，推动北方船供油中心建设，探索

油品混兑调和、锚地供油、跨地区直供

等模式创新。支持芝麻、花生等小宗商

品贸易发展，形成原料进口、B2B 交易、

仓储物流、生产加工到末端零售的完整

产业链。会同海关推动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大宗商品生态体系建设，在自贸青岛

片区完善仓单标准化和仓单登记体系，

优化口岸贸易基础设施。

做优做强跨境电商综试区。加

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大力培育行

业性、区域性国际品牌，促进传统贸

易向数字贸易转型。基本建成对日韩

的物流枢纽，培育一批在信息化建设、

智能化发展、多元化服务、本地化经

营方面有代表性的重点海外仓；升级

打造多个集跨境电商总部基地、商业

模式创新基地、大数据分析中心等功

能于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区；建

成市级公共服务平台，集成通关、政

务、金融、供应链等服务功能。开展

“全球中心仓”模式创新，实现跨境

电商高质量发展。

推进服务贸易升级。全面落实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对

133 项试点任务逐项制定推进计划，

建立考核指标体系，提升服务贸易竞

争力。拓展新兴服务贸易模式，增强

传统服务贸易发展动能，扩大知识密

集型服务贸易规模，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融入全球价

值链，争取国家重点推进、探索事项

在青岛先行先试，全年服务进出口

保持正增长。强化服务贸易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推动云众包平台与重

点接发包市场深度融合，提高服务

外包执行额。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继续扩

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和保单融资

规模，制定关税保证保险扶持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进出口企业予以保费

支持。会同金融机构出台跨境电商制

定金融保险产品，探索设立出口退税

资金池，帮助企业解决收付汇、融资、

退换货等问题。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实现对口岸监管资源和码头生产资

源的信息化整合。

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
优化顶格推进的招商引资制度。

实施市领导、区市和市直部门主要

领导顶格招引大项目，区市、部门、

产业专班、各攻势合力推进重点项目

的机制，对影响重点项目落地的突出

问题，实施顶格推进解决，加快项目

落地率。制定实施走访计划，通过顶

格走访和小分队出击催化投资意向，

推动重大项目招商。

依托重大项目招引优化区域资

源配置。推动各区市、功能区加强主

导产业与重点产业链图谱解析，实

施重点产业和产业链招商。建立健

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推进体制机制，

带动重点产业合作、错位协同发展，

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优势产

业集群。深化拓展与黄河流域城市

在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商旅文化、

尽早获批，支持上合示范区争创国家

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加快推进国际

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商旅文

化、海洋合作“五个中心”建设。

充分发挥青岛自贸片区对全市高

水平开放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

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和《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加快实施，推进 106 项试点任务实施

和制度创新，推动保税维修等重点任

务突破实施、保税油品扩大业务规模。

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成效。

制定对标发展行动方案，引导开发区

寻标对标，进位争先、创新发展。建

立开发区与所在区市、周边功能区产

业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招商引资联动、

产业链条互通，“区中园”“园中园”

建设取得进展。储备一批具备条件的

国际合作园区，制定综合保税区“一

区一策”实施方案，推动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提质升级、错位发展。

推动与香港深度合作。落实《青

岛—香港深化合作会谈备忘录》确定

的重点合作举措。协调推进《青港全

面合作集成创新试点方案》，建设“青

岛香港国际客厅”，全力促进港企驻

青、港货入青，吸引金融、投资、贸

易、航运等现代服务业来青投资。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为契机提升高水平开

放。发挥青岛对 RCEP 成员国地缘优

势和经贸合作基础，帮助企业尽快形

成 RCEP 视角，放大 RCEP 综合效应，

把我市打造成国内参与 RCEP 的重要

前沿和示范基地。前瞻性谋划中欧投

资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助力青岛开放。更

好实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加大宣介

培训力度，提高企业享惠率。

放大“国际客厅”效应。推动

国内外多方资源要素通过“国际客

厅”在青岛互动耦合、价值倍增。加

大客厅嵌入资源的力度，发挥“数字

客厅”“云客厅”等线上平台优势，

开展网上招商、产业链招商。建立

联动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国际客厅、

山东会客厅及驻外青岛工商中心等

作用，加强胶东经济圈和黄河流域商

务合作，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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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青岛将建设成为长江以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创业优选地。（图 / 戴东风）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 in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 powerhous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 preferred plac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青岛科技工作将通过“三个六”

战略支撑和“一个十”行动举措全面

推进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国家创新型标

杆城市的打造。经过 5 年奋斗，把青

岛建设成为长江以北地区重要的国家

科技创新基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动力源、“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创业

优选地，打造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国家

创新型标杆城市。

打造六大战略科技力量
增强城市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创建国家实验室，支持青岛海

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面向海

洋强国战略重大需求，聚焦海洋空间、

海洋资源、海洋生态等战略方向，实

施“透明海洋”“蓝色药库”等重点

科研任务，突破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突破型、引

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综合性研究基

地，打造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

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

推动早日入列。

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进

超级计算升级项目加快投入运行。推

进海洋科学考察船队建设，实现深远

海科学考察航次和设备开放共享。

支持建设吸气式发动机热物理试验装

置、海洋生态系统智能模拟研究设施、

海上综合试验场等大科学装置。

打造高端创新平台，加快推进

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深

海基地、山东省能源研究院等重大创

新平台建设。创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前瞻性谋划国家重点

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和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争创一流高校与科研机构，支

持驻青高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建设新兴技术和交叉融合学科。

支持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在青

设立以产业技术研发为主的新型研发

机构。支持科研机构承担国家重大科

研任务，不断增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

能力。

建设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加快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构

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多元主体的

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持头部企业牵头

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共同体

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

提升重点产业领域创新能力与核心竞

争力。

塑造全球创新网络关键节点，

加快建设中日科学城、天安中韩科技

园和中以跨境双核创新孵化器等重大

项目，支持建设中德青年科学院、中

德工业大学等高端创新平台。搭建国

际技术转移与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争

建科技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促进国际技术成果在青转化落地。

打造六大创新型产业集群
培育发展新动能

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系统布

局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

等前沿技术，强化新兴交叉领域关键

技术攻关，打造国际领先的跨行业跨

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领先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和面向垂直细分领域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到 2025 年，争取

建成若干千亿级规模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形成工业互联网产业新生态，

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开展

高速磁浮、智能化轨道交通系统等前

沿引领技术研发，加快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悬浮列车、新一代全自动市域

快轨列车等前沿新产品以及关键核心

装备产业化。到 2025 年，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规模达 1000 亿元以上，打

造世界级轨道交通创新高地。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突破氢

能与燃料电池、车体轻量化材料、高

续航电池、智能网联汽车、大功率快

速充电等关键技术，推进新能源汽

车整车项目，发展零部件配套产业。

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达

到 500 亿元，带动汽车产业规模达到

2000 亿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新能源汽车新高地。

现代海洋产业集群。突破高端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海洋仪器仪表、

深远海养殖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开

发绿色智能船舶、深海与极地海洋油

气资源开发装备、海水淡化装备及深

远海渔业养殖装备等产品。实施“蓝

色药库”开发计划，建立海洋药物先

导化合物发现与成药关键技术体系，

加速海洋创新药物、海洋生物医疗器

械和生物功能制品研发与产业化。

新材料产业集群。开展橡胶新

材料、绿色聚合物制造、高性能绿色

轮胎、橡胶轮胎智能装备等技术开发

应用。布局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等

领域配套的关键战略材料，培育高端

软磁材料等标志性产品和头部企业。

强化先进石墨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等前沿新材料产业化应用。

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开展基于

基因检测、医用可穿戴、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长寿科技与装备研发，

发展长寿科技产业。开展生物创新

药物及海洋创新药物、新型基因工

程疫苗及快速检测设备研发，研发

高端医学影像设备、微创手术器械、

医疗低温存储设备、高端医用材料

文 /张文萱

站在历史新起点，青岛科技工作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刻把握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国家战略叠加历史机遇和内涵特征，积极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增强城市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着力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大力发

展科技服务业、营造国际化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为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Model City

科技篇：打造国家创新型标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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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takes  s c i ence 
and  t echno logy  se l f -
r e l i a n c e  a n d  s e l f -

improvement as strategic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deeply understand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actively creates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and enhances the cit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It focuses on buildi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cultivates 
world-class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vigorously develop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creates 
internat ional  innovat 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and 

builds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which will provide stro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Qingdao to become an open, 
modern, dynamic and fashionabl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rough 
five years’ development, Qingdao 
aims to be an importa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 in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  a  powerhous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 preferred plac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a 
national innovation model city 
with dist inct iv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际专利布局。实施专利导航工程，围

绕新兴产业，加大高质量专利储备，

推动新兴产业加快成为专利密集型产

业。发挥头部企业、高校院所创新优

势，围绕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技术

专利。健全市场化专利运营机制，加

快推进专利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市建

设，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开

展知识产权专项执法维权行动，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

科研管理服务体系。建立科技

攻关应急机制，开辟“绿色通道”，

简化工作流程。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更加注重成果创新性、先进

性、应用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开展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

直接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

担单位，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

物支配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

立以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的科

研管理机制。建立科技创新容错机

制，坚决查处学术不端和违背科研

伦理的行为。

等数字诊疗装备。

打造六大创新服务体系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发挥科创

母基金作用，聚焦硬科技，吸引战略

投资机构参股成立子基金并直投高端

科技产业化项目。探索科技信贷综合

风险补偿新模式，建立科技信贷“白

名单”，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进一步推动设立科技支行，大

力推广“投（保）贷”联动等各类科

技金融产品。深化国家金融科技应用

试点，实施“区块链 + 跨境金融服务”。

实施科技金融特派员和金融辅导员计

划，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政策辅导和融

资服务。

科技人才服务体系。搭建人才

招聘 e 平台，支持用人单位面向全球

招引人才，扩大“蓝洽会”“海外院

士青岛行”等引才品牌影响力。开展

科技部外国人来青管理工作试点，对

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证书的外国专

业人才来青工作，放宽年龄、学历等

要求。实施大学生“聚青计划”，给

予在青就业创业大学生住房、创业、

社保补贴，吸引大学生来青、留青、

回青创新创业。建立人才服务大数据

平台，统筹落实好税收优惠、子女教

育、医疗保健、住房保障、交通出行

等人才服务方面的各项政策。探索建

设“国际人才港”。

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深化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打造

以蓝色经济为特色的国家海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聚集区。推进半岛科创联

盟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助力

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深化产学研

对接合作，突出市场化导向，在产业

细分领域组织对接活动，挖掘企业

技术需求，匹配高校院所创新源头，

促进科技成果供给端与需求端精准

对接。推进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和

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市场化运营，优化专业领域分中心布

局，以承接项目落地、快速转化产业

化为目标，形成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

示范基地。

创业孵化服务体系。支持有条

件的头部企业、高校院所等单位建设

专业孵化器，争取打造一批国内一流

水平的标杆孵化器。在日本、韩国、

以色列等国家建立离岸孵化基地，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青年创业

空间，探索“海外预孵化—本地加速

孵化”模式，引进海外优质项目、成

果和人才资源。在北京、深圳等国内

创新资源密集城市建设异地孵化器，

服务更多优质企业在青对接产业配

套资源。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加快高价

值专利培育，推进企业知识产权标准

化管理，支持企业申请 PCT，开展国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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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Reshaping New Advantages in Three Aspects

文 /张文萱

“十四五”期间，青岛制造业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全面

推进全市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有效提升

制造业自主创新、集群发展、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五大能力，全面重塑青岛制造业

发展优势，再创青岛制造业发展辉煌，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和制造强国战略重

要支点城市。

据介绍，在发展定位上，青岛

制造业将重点强化“一提升、一主导、

一领先”，即提升制造业在全市的

基础地位、争取区域产业集群的主

导地位、保持制造业融合创新的领

先地位。在发展路径上，青岛制造

业将着力处理好稳与进、变与不变、

新兴与传统的关系。加强前瞻布局、

协同创新和跨界融合，补短板、锻

长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

构建一个体系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

产业体系。以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

集群化发展为主要方向，做强做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迭代升级传统优势产

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产业体系。

做强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基础材料、关

键芯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

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推动

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新兴软

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等技术集成创

新，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加快补齐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短板，围绕轨道交通装备、

智能制造装备、船舶海工装备打造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

加快发展创新药物、高端仿制药和现

代中药，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用材料、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先进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研发、

孵化和生产基地，打造国家重要的海

洋特色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汽车产业，

推动存量企业增产扩能，在青布局更

多优质车型和优质资源。大力发展纯

电动汽车，加快布局氢燃料电池汽

车，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生态体系和应用生态圈，打造

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新

材料产业，重点发展半导体材料、碳

纤维材料等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石墨烯等前沿材料，功能性膜材料，

高端聚烯烃材料等先进化工材料，高

性能和专用特种优质钢材等先进金属

材料。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高效

智能化换热设备、高端节能电机系统

等节能技术装备，研发大气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

海洋环境治理等领域环保技术装备。

迭代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家

电产业，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的高端智能家电产品，引进新型显

示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开放式智能家

居大数据平台，创建国家高端智能家电

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国家超高清视频应

用示范区，打造智能家电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高端化工产业，统筹推进化工

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慧化、集约化

转型发展，加快董家 W 口和新河化工

基地建设，打造国内一流的高端化工产

业集群。纺织服装产业，重点发展新

型纤维、高档面料和大规模个性化定

制、柔性制造，形成国内一流、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食

品饮料产业，重点发展啤酒、葡萄酒、

矿泉水以及功能性特色食品，培育一

批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市场竞

争优势突出的地方特色食品品牌，打

造全国中高端市场领导品牌，推动传

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瞄准人工

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传感材

料及器件、智慧医疗等前沿领域，实

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推动原始创新突破，攻

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加快培育未

来产业。

优化两个布局
优化存量引导增量布局。以市级

重点工业产业集聚区、数字经济产业

集聚区、都市产业园为重点支撑载体，

优化提升存量、统筹布局增量，打造

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内外联动、多

点支撑”的产业布局。中心城区，依

托人力、金融、科技、创新等要素资

源集聚优势，充分挖掘主城区楼宇经

济潜力，布局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

大力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

建设都市产业园，全力推动工业设计、

产品研发、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

领域业务，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

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外围城区，

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智能家电、轨道交通

装备、智能制造装备、食品饮料、高

端化工等产业领域生产制造。

优化提升现有市级重点工业产业

集聚区。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引

导产业集群发展、推动要素集约利用、

实施园区整合提升，全面提升产业集

聚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和管理服务

水平。指导各产业集聚区，围绕主导

产业制订招商计划和产业集群发展路

线图，打造工业招商承接载体，建立

项目落地评价机制，引导鼓励符合园

区主导产业方向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向

产业集聚区集中，提升主导产业集聚

度和区域协作配套水平。根据产业发

展需要，合理增设产业集聚区，推动

区域间产业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

发展，构建适应新动能培育、符合构

建新型工业产业体系需要的产业空间

新格局。

海信智能制造工厂。（图 / 资料图片）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actory of Hisense Information Industry Park in Huangdao.

制造业篇：围绕“三个一”，重塑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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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great s ignif icance 
t o  s c i e n t i f i c a l l y  p l a n 
the  deve lopment  o 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Qingdao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s manufacturing 
sector wil l  adhere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tegrate 
i n t o  t h e  n e w  d e v e l o p m e n t 
paradigm,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ocus 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ak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s the main 
direc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base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the Qingdao’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stablish Qingdao as an 

“Industrial Internet Capital of the 
wor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five capabiliti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luster developm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continuously 
p r o m o t e  t h e  c h a n g e  i n  t h 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driver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l y  r e b u i l d 
the  advantages  o f  Q ingdao ’ s 
manufac tur ing  deve lopment , 
write another great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build a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of an important pivot 
city of the nation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strategy.

化改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智慧供

应链等领域的专业化服务商。突破融

合发展关键技术，推动大数据、VR/

AR、边缘计算、数字孪生、区块链等

关键共性技术交叉融合发展。依托工

业互联网场景赋能公共服务平台，分

行业、分领域定期发布工业赋能场景

清单，提高工业互联网赋能水平。大

力推进共享制造、柔性制造、大规模

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型制造，推动设计、

采购、制造、销售、消费信息交互，

形成高效协同、弹性安全、绿色可持

续的智慧供应链网络。推动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力

发展都市产业，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

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能力。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资源利

用水平和效率。全面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

加快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

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

体系。深入推进节能减排，推广轻量

化、低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持

续提升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水平。科学

编制工业低碳减排时间表和路线图，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实施技改提升，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和绿色基站，提高

绿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增强绿

色精益制造能力，推进资源再生利用

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引导再制

造产业有序发展，实施高端再制造、

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增长。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高

质量发展的企业群体。支持大企业大

集团跨越式发展，培育一批综合实力

强、参与全球竞争的生态主导型大企

业集团，提升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效应。

支持海尔实施“4 年 5000 亿再造一个

实施七大攻坚
坚持创新驱动，全面提升科技创

新策源能力。重点支持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开展原创性、系

统性科学研究。加速培育一批平台高、

团队强、机制活的新型研发机构，突

破一批“卡脖子”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深入实施工业技术改造提升，用足用

好技改综合奖补力度，激励企业改造

升级、提质增效、创新发展。引导加

强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建设，提

高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在全市工业企

业中的占比，实现“需求牵引”与“技

术驱动”的良性互动。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支持创新型企业成长为重要创新策源

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持续推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申建和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以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为核心节点的多层次、网络化制

造业创新体系。探索共性技术研发和

技术转移新机制，加快建设高水平开

放技术市场，发展壮大技术转移机构，

拓宽技术转移渠道，激发技术成果转

移活力，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

聚焦“链基并举”，全面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夯实产业基础高级化。聚焦突破制约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围绕基础

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

技术、基础软件，全面开展基础能力

评估，精准掌握产业短板、链条断点。

持续推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加

大对产业基础体系的创新投入，实施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产业基础创

新能力高级化和产业基础质量高级

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实施新兴产

业“建链工程”，聚焦战略性新兴细

分产业，招引世界 500 强和行业领军

企业，加快布局和引进一批技术水平

高、市场前景好、产业带动强、投资

力度大的引擎性项目，加快产业链精

准招商力度，推动产业加快崛起和体

量扩容。实施优势产业“强链工程”，

壮龙头、强配套、提能级，形成智能

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汽车等产业集

群效应，增强行业生态话语权。实施

传统产业“稳链工程”，推动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高端化工等传统产业向价

值链高端迈进，实现生产制造向智能

化个性化转变、产品供给向品牌化高

端化转变、产业生态向特色化时尚化

转变。实施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链工

程”，发挥龙头企业对上下游中小企

业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畅通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制造业高

水平融合发展。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制造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研发设计工

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以及工

业电子商务普及率。加快工业设备连

接、工业数据共享等制造业数字化标

准制定，促进标准应用落地。加快重

点行业智能化改造，建设一批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打造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加快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鼓励开展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若干个“5G+ 工

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支持大企

业构建协同制造体系，拓展大规模个

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共享制

造等模式，推动全链条智能化升级。

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发展数字

化平台经济，重点培育一批工厂数字

新海尔”发展规划；支持海信实施“5

年 3000 亿倍增计划”；支持青啤实

施“整合平台资源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战略，实现价值倍增。健全优

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实施中小企业

“育苗壮干”梯度培育计划，扶壮培

优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小巨人”

企业；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成长

期科技型企业支持，培育一批瞪羚企

业、独角兽企业。实施单项冠军企业

培育提升行动，打造一批专注细分领

域、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

企业。引导大中小企业开展“协同创

新、模式创新、生态创新、共享创新”

融通发展，形成多梯次企业培育发展

模式。实施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行动，

培育品牌梯队、提升品牌价值、打造

品牌产业、创建品牌园区，促进制造

业品牌提质增效升级。开展“品牌之

都 工匠之城”品牌宣传，构建“青岛

金花”品牌生态圈，提升青岛制造品

牌影响力。支持青岛企业建立品牌培

育管理体系，实现品牌培育运营的专

业化管理。开展青岛标准先进性评价，

培育一批体现青岛元素的先进标准。

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制造业发展

的制度和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企业更好参与

市场合作和竞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激励企业家创意创新创造，深化常态

化联系企业和商协会机制，落实企业

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制度，建立涉企

承诺政策主动兑现机制，营造激励企

业家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加大财税政

策支持力度，落实好有关培育具有全

国、国际竞争力企业扶持政策措施。

加强财政资金精准支持，优先统筹安

排资金保障产业链重大项目建设，探

索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政银企合作机制。

支持供应链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发展，

推动数字信息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中的

创新应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强化

人才引进制度保障。增强企业对人才

需求的话语权，加大海内外引进人才

力度，持续做好顶尖人才、高层次科

技人才团队引进工作。开发青岛青年

实习实训公共服务平台，吸引更多优

秀高校毕业生来青就业。聚焦重点产

业链与重点项目，推动“局校会商”，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资源要素

配置，建立以“亩均效益”为导向的

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机制。强化土地供

应保障，建立健全工业用地差别化用

地机制，统筹区域能耗和环境容量指

标，提升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效率。督

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鼓励企业

开展安全技术装备升级换代，不断完

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水平。

加强区域合作，全面提升对外合

作开放水平。加大规划布局、基础设

施、产业创新、平台建设、要素集聚

等方面协调互动，加快建设山东半岛

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区，推动胶东经

济圈产业链群一体化发展，打造“同

群同网 共融共赢”发展生态。更深层

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RCEP 等战略，促进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巩固提

升青岛制造市场份额。加快促进优势

产业对外合作。借助中国 - 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平台，

打造人工智能“国际客厅”，探索推

进双边、多边合作创新试点。支持龙

头骨干企业全球共建科创平台，加强

境内产业园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合

作，搭建产业转移促进承接平台，实

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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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美丽海湾初步展现，山水林田海岛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恢复。（图 / 刘明元）
By 2025, a beautiful bay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and the ecosystem functions of the island bay will be restored stably. 到 2025 年，城乡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劣Ⅴ类水

体，美丽海湾初步展现，山水林田海

岛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恢复。结

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和绿色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取得有效进

展。到2035年，城乡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成为常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推进重点

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集群和

园区升级改造。优化能源结构方面，

调整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严格

控制燃煤总量，完成燃煤工业炉窑综

合整治；深入开展散煤清洁化治理，

持续推进清洁采暖；提升天然气供给

能力，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向；加快“煤

改电”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高外送电

比例。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以打

造高效互联的绿色交通体系为目标，

持续推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推

进货物运输绿色转型。推进绿色农业

生产方面，持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

农药减量控害行动，加快推进农膜回

收综合利用工作，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推进农业“新六产”绿色化。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温室气体与大

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深化低碳城

市试点，争做碳中和先锋城市，探索

实施海洋碳汇交易机制，在西海岸新

区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

坚持协同治理
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强化工业源污染管控方面，推进

工业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强化工业无

组织排放管控，开展工业炉窑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推进扬尘精细化管控方

面，提高建城区次干道、支路的机械

化保洁率，持续建立施工工地扬尘管

控动态清单，开展物料堆场扬尘集中

专项整治，完成矿山绿化恢复和综合

整治，推进裸地绿化治理。持续推进

移动源污染管控方面，开展车油路联

合管控，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

治，推进绿色港口建设。开展生活消

费领域污染治理方面，在汽修、餐饮

服务等行业推广使用先进环保技术，

推广集中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精细化

管理水平方面，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等

废气排放源监测监控体系建设，开展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研究，加强对

VOCs 和 NOx 排放情况的溯源和分析，

提升空气质量模拟与预警预报能力。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方面，强化胶东

经济圈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会

商，探索在重污染应对、执法督察、

环评会商等方面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工作，进一步完善大气环境监管正

面清单、疫情防控正面清单。

坚持“三水统筹”
全面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全面强化水污染防治方面，开

展全市入河湖排污口溯源整治，加快

推进全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提

标改造，全面推进消除黑臭水体整治，

持续推进工业水污染防治，提升农村

区域生产生活水污染防治水平。持续

强化生态用水保障方面，加快建设城

镇再生水循环利用基础设施，提高水

资源调蓄能力，提高大沽河等重点河

流水量。强化水生态保护修复方面，

实施水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加强河

湖缓冲带生态建设，加大河湖源头水

源涵养区保护，恢复和增加河湖水系

的生态功能。保障城乡饮用水水源安

全方面，巩固城市、城镇、“千吨万

文 /王宗和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五年，也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的五年，更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五年。

今后 5 年，青岛将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为根

本出发点，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捍卫蓝天、碧水、

净土，围绕全面构建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全面构建环境风险防范体

系、全面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显著提升城市品质，为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提

供绿色生态支撑。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uilding a Beautiful Qingdao by Blending 
Mountains, the Sea and the City

生态篇：建设山海城共融的美丽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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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治理成效，

提高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

平。强化水源地风险防控，全面保障

城乡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

坚持陆海共治
打造绿色可持续的“美丽海湾”

强化陆源入海污染控制方面，实

施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加强围

填海管理，优化沿海地区人居和发展

环境；建立入海排污口整治长效机制，

健全和完善入海排污口管理信息系统，

形成科学完备的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

强化海洋污染防治方面，加强船舶与

港口污染控制，全面清理整治海水养殖

污染，推进沿岸及海上垃圾污染防治，

强化海洋环境风险防控。强化海洋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实施岸线保

护工程，实施“美丽海岸”养护行动，

严格执行用海限批政策，加强海洋生

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滨海湿地生态修

复，开展桃源河、墨水河、白沙河、

大沽河等重点入海河流生态修复工程。

严格海洋环境监管方面，建设湾长制

管理信息系统，完善数字化监测监控

体系。加强滨海旅游活动排放污染物

监管能力，提高海滨浴场、滨海旅游

度假区等公众亲海区域环境质量。

 

坚持源头防控
保障土壤环境安全

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方面，有序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全面推进农用地分

类管理方面，强化农用地分类管理，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和土壤环境质量变

化情况，对各类农用地面积、分布等

信息进行更新，并优化调整管控措施。

完善土壤污染防控监管体系方面，提

升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执法和监管能

力，推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协同治理，

健全建设用地部门间联动监管机制。

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方面，加

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持续推进危

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加大对涉危

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健

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支持资源

综合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和循环利用产

业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和垃圾分类。

坚持保护修复
维护山水林田海岛湾生态安全

构建生态保护格局方面，坚持陆

海一体、统筹协调，推动形成“一湾

两翼、三山一原、一轴多廊”的生态

保护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健全

“三线一单”管控体系。深入开展区

域、流域、海域建设、开发利用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加强规划环评的空间

布局和源头引导作用。深入推进全域

绿化行动方面，实施森林提质增效工

程、生态修复造林工程 , 打造森林城

市、森林乡镇、森林乡村，加强重要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多

层次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方面，持续推

进国家级、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

工作，推动有关区市生态创建提档升

级，推动各类建设主体创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坚持以人为本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

面，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巩固提升

5 年行动，加大集中处理、设施治理

力度，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置

效率。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管理维护，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规模化建设、专业化运营。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方面，完善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推行“两

次四分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再生循环体系建设。

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方面，通过典

型区域开展试点示范，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模式。

探索建立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设施第三

方运维机制，鼓励专业化、市场化治

理和运行管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防治方面，加大生物有机肥、高效

缓（控）释肥推广力度，推进秸杆综

合利用和农膜回收综合利用工作。强

化畜禽污染综合防治方面，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强农村

生态环境监测监管。建立健全农村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污染源预警预

报体系和网格监控体系，推动建立农

村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制度。

坚持风险防控
筑牢环境安全底线

构建环境风险防范体系方面，加

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环

境风险综合管控。推进黄岛石化区、

董家口化工园区、新河化工园区环境

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库建设。强化化

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方面，加快建设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

系，加强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方面，严

格落实重金属总量控制制度，实施污

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替代，推动涉重

金属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加强核

与辐射安全监控方面，提高核与辐射

安全水平，确保全市放射源均处于安

全受控状态，辐射环境状况保持良好。

坚持多元共治

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方

面，加强党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全面领

导，进一步发挥各级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作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制度。夯实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方

面，加快构建固定污染源“一证式”

管理模式，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全覆盖；加强企业自行监测数据监督

管理和应用，探索建立企业自行监测

数据与执法监管衔接机制。健全环境

治理市场体系方面，深化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制度改革。大力发展环保

产业，创新环境治理模式，壮大全市

环保产业集群。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构建生态

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方面，强化环

保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完善监督举

报反馈机制，促进环保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队伍规范健康发展。积极发挥行

业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促进行业自

律。提高公民环保素养，推动生活方

式绿色化。完善环境治理信用体系方

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信息公开；落实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制度，推动重点排污单位依法依规做

好环境信息公开。

坚持智慧环保
系统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能

力方面，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统筹配置行政执法职

能和执法资源。创新执法方式，推进

差异化、分类执法，建立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机制。加大非现场检查方式应

用，提升执法检查取证能力。探索互

Th e  “ 1 4 t h  F i v e - Y e a r 
P l a n ”  p e r i o d  i s  a l s o 
a  new  chapt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 five-year to achieve new progress 
in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to fight the critical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 l i ty  o f  the  eco log ica l 
environment.

Qingdao will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mprove 
environment qualit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highlighting the targeted, 
scientific,  law-based pollution 
treatment. The city will consolidate 

the outcomes of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keep the sky blue, water 
lucid and soil clean. It will focus on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pac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mprov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ming a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high-
quality ecological products. Qingdao 
will also coordinate high-quality 
growth and high-leve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ollow 
through on the reforms of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ystem,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卫星遥感等

监管先进技术手段应用，实现智能监

控和大数据监控。加强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建设方面，继续完善空气自动监

测网络，加强特征污染物监测体系建

设。加快推进国家、省、市控重点河

流断面监测由人工监测全覆盖向自动

监测全覆盖转变，力争市控以上符合

条件的地表水断面全部建设自动站。

不断优化入海河流、入海排污口监测

点位，推动建立陆海统筹的监测体系。

完善污染源自动监控建设运营模式，

不断提高污染源在线监测的运行率和

准确率。加强环境科技支撑方面，鼓

励先进环保技术交流合作，在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PM2.5 与臭氧协同控制、

小流域生态修复、土壤污染修复、清

洁煤燃烧、物联网监控等方面促进先

进技术转化应用。支持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创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攻克一

批环保产业关键技术。

到 2035 年，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成为常态。（图 / 张有平）
By 2035, green mountains, lucid waters and blue skies will become the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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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250,000 Professionals of Various Types Attracted to 
Qingdao Every Year

文 /王宗和

“十四五”时期，青岛将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理念，把握“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核心要义，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围绕加快

建设创业城市，聚焦“双招双引”等攻势，以打造“四链合一”+ 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境为目标，

以构建企业为主体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为主线，全面贯彻《山东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坚持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以市场逻辑引才，以产业导向育

才，以生态思维留才，以创新理念用才，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施更加

积极的人才政策，促进人才加快集聚。“十四五”期间，每年引进集聚各类人才 25 万人，人才

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才支撑现代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

以市场逻辑促进人才集聚
青岛将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和

更开放、更灵活的人才招引和培育政

策，抢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

构和人才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的机

遇，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依托“市场之手”，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才觅才，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

一是突出加强产业高端紧缺人才

招引。聚焦重点产业，建立高端紧缺

产业人才需求征集机制，制定高端紧

缺产业人才地图，实施靶向招引、精

准招引。以中介奖励和企业猎聘补贴

政策为支撑，整合用人主体、商协会、

同乡会、校友会、猎头公司等市场资源，

促进更多高端紧缺人才聚青创新创业。

聚焦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人才，面向全

球实行揭榜挂帅。

二是突出加强优秀青年人才招引。

实施新一轮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青

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等

政策，促进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安居青

岛。实施大学生见习实习计划，面向

国内 ( 境 ) 外高校毕业生开放实习实训

场景，促进更多海内外青年人才选择

青岛就业创业。瞄准“双一流”高校

毕业生和硕博在校生，出台实施“金

种子”补贴和硕博实习生活补贴政策，

促进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来青就业。以

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为牵引，以

博士后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基地为依托，

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博士后创新创业

集聚高地。

三是突出加强海外精英人才招引。

聚焦海外高端人才，高水平举办“蓝

洽会”“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行”“一

带一路国家留学生走近青岛”等系列

活动，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青创新

创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依托

青岛人才网打造线上留学人才港，实

施“万名海归精英聚青行动”“留学

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促进

更多留学回国精英加盟创业城市建设。

开展“百万校友资智回青”行动，推

动校友资智与青岛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四是突出加强市场化人才招引。

建立“以才引才”“以资引才”等市

场化引才新机制，依托在青创业者和

资本机构导入先进技术、集聚要素资

源、壮大产业集群。健全市场化、国

际化、信息化、智慧化的人力资源服

务体系，建立青岛市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联盟，促进人才评价共认、服务

共享、信息互通、资源有序流动。实

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制

定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

策措施，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人

才配置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服务。

以产业导向提升育才能力
青岛将坚持引育并举，围绕“产

业链”布局“人才链”，通过“人才链”

提升“产业链”，形成以产业聚人才、

以人才兴产业的良性互动格局。

一是加强高端人才培养选拔。以

“青岛菁英工程”为牵引，着力打造

产业领军和行业拔尖两支高层次人才

队伍。实施顶尖人才奖励资助计划，

引进培育世界级水平科学家。大力实

施青岛“未来之星”工程，加快发现、

培养、储备一批高端人才、“新锐”人才。

加强高层次专家梯队建设，全市新增

市级以上高层次专家人才 120 名以上。

二是提升专技人才能力素质。围

绕青岛重点战略和重点领域，大力实

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

一批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

术人才。依托高校、科研院所、行业

主管部门、行业商协会和继续教育基

地等社会力量，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于 10

万名。加强国家、省、市三级博士后

平台建设，新增博士后科研流动 ( 工

作 ) 站 15 家、新增省级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 10 个、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100个，集聚博士后研究人员2500人。

三是壮大技能人才队伍。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着力打造“工匠之城”。

在工作中，全面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制度，进一步扩大培训补贴范围。

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强化工业互联网、

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职业技能培训。

坚持产才融合发展，全面推广企业新

型学徒制，打造“金蓝领”培训品牌。

优化技能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推进职

业院校与技工院校、学历与技能双元

融合发展，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保持 3

万人以上。支持各类企业和院校机构

合作建设企业职工培训中心，提高培

训供给能力。

四是加大产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

鼓励头部企业面向社会培养紧缺实用

人才，支持重点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联合培养应用型硕博研究生，按成

效可给予最高 300 万元奖励。加大青

年产业人才引育力度，集聚一批各产

业领域后备人才力量，对在校硕博研

究生来青在企业实习的，可按每人每

月 3000 元标准给予实习生活补贴；

实施“金种子”人才储备计划，对用

人主体引进“金种子”人才，按每人

3000 至 1 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培养经

费补贴。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

突出“头雁”人才培养，引导城市人

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

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创新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青岛将着力构建和完善导向明确、

“十四五”期间，青岛计划每年引进集聚各类人才 25 万人，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高人才支撑现代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图 / 杨宝营）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 plans to bring in 250,000 talents of all kinds every year, further optimize the mix of talents, and empower 
them to support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人才篇：每年引进集聚各类人才 2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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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科

学化社会化市场化人才分类评价机制。

加快建立与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人才评价办法，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使更多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

一是实施人才分类评价。以职业

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按照“干什么、

评什么”的原则，坚持共通性和特殊

性、实际业绩与发展潜力、定性与定

量评价相结合，不断提升人才评价的

精准性，保障特殊人才评价渠道畅通。

按照市场和社会认可的要求 , 健全以同

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 , 引入市

场评价和社会评价。

二是扩大用人主体评价自主权。

加大人才评价领域放管服力度，加快

推动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扩面提质，

稳步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工作，广泛开展职业技能

竞赛，打造“四位一体”的技能人才

评价体系。继续推进职称评审权限下

放，支持具有较强专业优势、服务能

力和自律水平的社会组织承接行业人

才职称评审。扩大技能人才和专业技

术人才发展贯通领域，完善非公有制

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办法。

三是大力推行人才市场化评价。

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倾向，推广以赛选才、按薪定才、

以绩推才等市场化评价。拓展人才评

价认定维度，将投资额度、纳税贡献

等纳入人才评价认定体系，提升人才

评价的社会认同度。

四是强化人才奖励激励。建立健

全市级人才荣誉制度。修订出台新一

轮市政府特殊津贴和市特聘专家突出

贡献奖选拔工作实施意见。以增加知

识价值为导向，探索事业单位科技成

果转化收益、科研奖励等用于科研人

员分配办法，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绩效工资

倾斜等分配方式，最大限度激发和释

放人才干事创业活力。定期组织优秀

人才开展休假疗养活动，大力宣介人

才典型，在全社会树立尊才、重才、

爱才、敬才的价值认同。

打造一流人才发展生态
围绕打造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

资金链“四链合一”加优质高效政务

服务环境，实施人才生态优化提升行

动，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的人才政策服务环境。

一是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

加快构建一平台、一网络、一窗口、

一张卡、一专线“五个一”的人才服

务平台体系，建立“一口受理、并联

办理、闭环管理”的办理机制，编制

发布“一站式”人才服务清单和政府

购买人才服务清单。实施人才服务流

程再造行动，推行人才服务“网上

办”“移动办”和关联事项“一事全办”。

聚焦人才关切，完善人才住房“租、补、

购”多元解决方案，加大优质教育、

医疗资源供给，更好地满足各类人才

生活工作需求，整体提升全市人才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二是推行定制化和个性化服务。

突出保障重点项目，落实“双招双引”

联动要求，在项目落地“第一时间”，

主动跟进提供成建制落户、人才招引、

医疗保健、子女入学、人才住房、税

务金融等服务。对市级“双招双引”

重点项目及高端人才项目，组织协调

相关部门提供定制化服务。突出对接

高端人才服务需求，拓展高层次人才

服务绿色通道，推广使用高层次人才

服务 APP，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个性化、

全周期服务。

三是推行主动服务和无感服务。

推广“政策找人”服务模式，探索普

惠性人才政策“预兑现”、人才项目

资金“预支付”。创建“无感”人才

服务品牌，升级“智慧人才”信息系统，

实现人才服务需求精准匹配、无感办

理、智慧分析、征信迭代等常态化“无

感”服务功能。拓展人才信息化服务

内涵，推动“招聘 e 站”“蓝创微云”

等数字化服务平台扩容升级，推广“网

上人才、掌上人才”服务模式，形成“365

天永不落幕”的人才服务新常态。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 will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talents 

as the foremost resource”, further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a quality workforce for the city, and 
focus on building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and “attracting talents and 
promoting investment”. Qingdao will 
fully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on 
Talents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the goals 
of integrating the industrial, capital, 
talents and technology chains +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service and building a enterprise-
dr iven  mechanism for  ta lent 

introduction, nurturing and retention. 
Qingdao will, for one thing,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r another, better 
leverage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It will attract talents 
while complying with the market 
law, nurture them with industrial 
orientation, retain them with the whole 
industrial ecosystem in mind, employ 
them with innovative mindsets. A new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will be created 
for talents development, with a better 
talen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city will implement a more active 
talent attraction policy to bring in 
more talents.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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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龙穿山。（图 / 王云胜）
A “dragon” journeys through the mountain. 提升重要农产品产能

青岛将坚持调优结构、调绿方

式、调顺市场，确保重要农产品产得

出、供得上、品质优。

稳定粮食产能方面，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建设

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产能稳定在

300 万吨以上，这是青岛在“十四五”

时期重点把握的一个方面，落实粮食

省长负责制。

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方

面，建设大沽河沿岸优质蔬菜生产区、

北部果品生产区、沿海茶叶和中药材

生产区、南部高端果品生产区，增加

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在发展高端生态畜牧业方面，

大力推进畜牧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调整优化畜产品结构，健全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体系，肉蛋奶产能稳定在

100 万吨以上。

发展现代渔业方面，加快发展

工厂化养殖、深海网箱养殖，建设中

国北方 ( 青岛 ) 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

和冷链物流基地项目、国信海洋经济

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等，水产品产量

保持在 110 万吨左右。健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把青岛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保障全市人民吃得好、

吃得放心、吃得营养。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
青岛将把发展现代种业摆在突

出位置，努力解决种业“卡脖子”问

题，这是“十四五”期间重点主攻的

一个任务。

一是实施种业创新能力提升工

程。构建种业协调研发创新体系，建

设现代种业研发中心，以强筋小麦、

高油酸花生和特色水产种苗等品种为

主，在全市建设育种研发创新中心。

依托现有的一批生物育种企业公司，

建设国际国内领先的生物育种创新研

究中心，做大做强生物育种产业，这

也是中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鼓励

发展的产业。

二是实施现代种业企业培育工

程。制定出台现代种业发展支持政策，

加快引进一批育种创新能力强、市场

占有率高、经营规模大、产业链条长

的现代种业企业，培育发展一批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

三是实施现代种业园区建设工

程。以青岛国际蔬菜花卉种子产业园

为核心，支持建设区域性种业总部，

文 /王宗和

“十四五”时期，青岛将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为引领，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全面优化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进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开放创新改革为动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全市“六个率先”的大

局中，勇当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压舱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开放创新改革的“奔

跑者”、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打造幸福美好家园的“引领者”，奋力在推进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上率先走在前列，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Agriculture: Building a Pilot Area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农业篇：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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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青岛国际种权交易中心。建设平

度青丰种业、胶州大白菜和华南黄瓜

等一批重点种业园区。建设水产品种

苗研发基地，畜牧业保种基地。

四是实施种质资源利用保护工

程。加强种质资源管理与保护，与各

大科研院所合作，推动青岛地方种质

资源利用和特色品种产业化开发，发

展一批有青岛特色的地方新品种。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青岛将坚持抓新“三品一标”（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加快发展 7 种新型农业形

态（规模农业、加工农业、科技农业、

品牌农业、智慧农业、健康农业和休

闲农业），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

做优结构方面，粮食作物重点推

广强筋小麦、鲜食玉米等特色粮食作

物；引进蔬菜果品国际国内新品种、

新技术和新模式，以高端产品引领市

场消费。畜牧业重点培育发展新品种，

建设一批种养循环农业示范基地。渔

业推动建设国信养殖工船和海洋牧场

项目，提升优质水产品供应。

做大规模方面，种植业积极推

动土地平整和承包地流转，支持基层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推广“平台公司

+”“合作社 +”等规模经营模式，

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畜牧业建

设规模化养殖场，推进规模化标准化

养殖。

做长链条方面，以创建中国 ( 青

岛 )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国家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产业强镇和田园综合体为载体，推动

种业种苗繁育、农产品加工、科技装

备研发、线上线下销售、冷链物流配

送等全产业链发展。

做新业态方面，在“十四五”期

间，重点建设中央厨房项目，实施“青

岛农品”直通计划，培育发展网红直

播、无接触配送，发展农村民宿、康

养旅游等业态。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

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数字乡村，进一

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做精品牌方面，持之以恒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确保地产农产品检测

合格率达到 99% 以上，做精做强“绿

色品质世界共享”青岛农品区域品牌。

同时，还将培育一批企业品牌、产品

品牌，为了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还

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提升农业

机械化水平，建设农业大数据中心，

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体系，推动农业保险提标

扩面，全面提升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

打造农业开放合作新高地
“十四五”期间，青岛将重点推

进三项任务。

一是创建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总部基地。建设青岛农业“国际客

厅”，打造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

产品、新装备展示交易平台。争取农

业农村部支持创建国家农业对外开放

合作总部基地，争取亚洲农业与食品

产业博览会等更多国家农业展会在青

岛召开，推动更多农业开放合作资源

要素向青岛配置，把青岛打造成“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东 盟 10 国 和

RCEP 国家重要的农业合作平台。

二是推动农业大规模走出去。培

育发展农产品加工出口龙头企业，推

动高端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推动农业企业走出国门，在国外建设

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推进农

业新技术、新装备、新品种、新模式

和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走出国门，

更高水平融入全球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是实施农业高质量引进来。依

托企业引进国际现代农业管理人才、

管理模式和农业新装备、新技术、新

品种，带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进口

更多高端农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

高端化需求。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个重要时期，青岛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政策落地落实见效。

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方面，

完成国土空间布局规划，明确村庄布

局分类，推动“多规合一”，力争实

现村庄规划全覆盖。

在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正在规划包括农村水、路、电、

气、房和网络等基础建设。围绕农

During the “14th Five-
Y e a r  P l a n ”  p e r i o d , 
Qingdao will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a pilot area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optimize the layout 
of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and forge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featuring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complementary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c o m m o n 
prosperity. Qingdao takes deepened 
structural reforms on the supply 
side of agriculture as the mainsta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the 
theme, and opening up, innovation, 
and reform as the driving force. It 
prioritiz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The city strives to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asical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create a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so as to promote 
higher-quality and more efficient 
agriculture, make countryside 
livable, and bring a more affluent life 
to farmers.

民生产生活，优化乡村教育、医疗

机构布局，建设乡村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等基础设施，启动建设数字

乡村。

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5 年行动方面，将持之以恒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实现农村改厕规范升级、

垃圾污水治理提效、村容村貌提升，

“十四五”期间，创建 100 个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2 个部省共建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10 个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方面，将推动即墨、平度、莱西建设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强化服务

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

制度并轨，提升农村教育、医疗、社

保等公共服务水平，让农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深化农村改革
在“十四五”期间，青岛将坚

持用好农村改革“冲击钻”，持续激

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内生动力。

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巩固用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

果，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

度体系，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稳

慎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

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巩固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管理机

制，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总结推

广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三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提升

行动，开展示范合作社创建，引导建

立联合社，规范引导村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抱团发展。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行

动，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

户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发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进全程托管、多

环节托管等，引导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

同时，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创新

农业农村投融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

支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政策体系，

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形成财政、金

融、社会资本等多元投入新格局，支

持加快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俯瞰即墨红枫林。（图 / 杨雪梅）
A bird’s-eye view of the red maple forest in J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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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 11 个国家部委

批复设立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既是国家基于全盘考量对青岛城市发展的重磅

支持，也是青岛对城市未来做出的选择和不得不抓住的风口机遇。

作为全国惟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一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青岛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激活沉寂已久的金融基因，不断

释放潜力和活力，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财富管理为特色，重塑城市金融业发展新动能。

7 年来，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形成了一批发展成果，为打造财富管理高地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 / 杨雪梅）
In the past seven years, Qingdao Wealth Management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Zone has yielded a number of outcom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wealth management pioneer and an interna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

7 年来，在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下，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在机构聚集、平台搭建、市场

开放、改革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形

成了一批发展成果，为打造财富管理

高地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顶格协调推动的体制机制成果
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能够取得丰硕成果，机制体制创

新是重要保障。中共青岛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对试验区建设顶格倾听、

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建立了一整套

试验区建设推进机制。

管理机制方面，将青岛市财富管

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作为推动

青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专门成立试验区发展委员会，负责对

试验区建设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凝聚了各方面推进青岛市财

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合

力。成立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发展中

心，为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储备从事财富管理政策研究和

招商引资的专业化人才。

政策机制方面，中共青岛市委、

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细化落实

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重点任务。出台青岛市财富管理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若干扶持政

策，与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配套

实施。

推广机制方面，重点打造青岛·中

国财富论坛，作为青岛市财富管理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聚集资源、展示形

象的品牌活动，财富论坛已连续举办 6

届，在国内外金融业界产生了积极的

反响。

研究机制方面，积极调动各类资

源开展财富管理基础研究，与中国人

民大学合作连续 4 年编制发布中国财

富管理金家岭指数，率先从量化的角

度对中国财富管理发展系统分析和前

瞻性研究。

多片区联动的政策创新成果
坚持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推改

革，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先后向国家相关部委争取到 5 批

先行先试政策，与自贸区青岛片区 22

项金融开放创新政策和上合示范区 10

项外汇试点政策联动推进，以青岛市

Sharpening a Sword for Seven Years
A Strong Track Record of “Fortune Qingdao”

七年磨一剑
“财富青岛”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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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ebruary 2014,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11 national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including the 
People ’ s  Bank of  China ,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 s i on ,  Ch ina  Secur i t i e s 
Regulatory Commission, Qingdao 
Wea l th  Management  F inanc ia 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Zone 
was established. Grasping this rare 
opportunity, Qingdao leverages 
the long-dormant financial market, 
releases its potential and vitality and 
actively integrates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city focuses on wealth 
management, and reshapes the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e past seven years, Qingdao 
Wea l th  Management  F inanc ia 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Zone 
has actively explored institution 
gathering, platform building, market 
ope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yielded a number of outcom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wealth management pioneer into 
an interna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

融机构数量达到 280 家，比青岛市财

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前增

加 87 家；其中，法人金融机构达到 35

家，比试验区获批前增加 20 家。

以企业上市和创投风投为带动的
资本市场成果

开展万名企业家资本市场培训专

项行动，持续提升企业认识资本、运

用资本的意识和能力。青岛市财富管

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每

年新增上市及过会企业 5 家以上，实

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2019

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9 家，上市

公司境内市值增长近 70%，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中增幅排名第一。2020 年

新增境内外过会及上市公司 17 家，创

造了单月新增 3 家过会公司的历史纪

录。今年以来，已有 4 家公司上市，

上市企业总署达到 63 家，居全省首

位。2020 年全市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

金 179 亿元，累计发行各类债券 529 只，

融资 4408.9 亿元，直接融资规模不断

扩大。连续两年举办全球创投风投大

会，创投风投机构加速向青岛聚集。

截至 2020 年末，青岛市在中基协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 362 家，管理基金 887

只， 管 理 规 模 1039.3 亿 元， 比 2019

年 末 增 长 91 家、334 只、218.1 亿

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33.6%、60.4%、

26.6%。其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家数居

全国第 11 位，同比增速连续两年居全

国首位；私募基金只数同比增速位居

全国第 2 位。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
特色融资成果

坚 持“ 重 点 支 持” 和“ 普 惠 兼

顾”相结合的思路，通过将财富高效

地配置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领域，着

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组建金融辅导

队 189 支，对接企业需求 11469 条，

完成融资 676.5 亿元。实施深化民营

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17 条措施，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薄弱环节支持力

度。搭建金企通金融服务信息支持平

台，推动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

需求。出台“1+N”金融支持政策体

系，助力“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建

设。“十三五”以来，每年贷款投放

规模均在千亿元以上，贷款年均增速

11.6%，2020 年末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全年

新增贷款超过 2800 亿元，青岛是山东

省首个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 2 万亿元

的城市，2020 年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

值 861.8 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不断增强。

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全

域性”优势带动自贸区青岛片区和上

合示范区的金融改革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是全国首个

允许境内企业从韩国银行机构贷入人

民币资金的城市，是全国商业健康保

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首批城市，首

创科技金融投保贷联动，形成多方共

赢的融资模式。全国首个中欧所上市

企业、首单蓝色债券、深交所首个绿

色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从青岛发起。

已连续 5 年开展青岛金融创新奖评选，

有 60 个项目获得表彰，营造出浓厚的

创新氛围。

以资管为引领的机构聚集成果
以资管行业规范创新为契机，青

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构

建起以专业资管机构为引领的多元化

机构体系。2019 年注册资本 50 亿元的

光大理财作为全国首家股份制银行理

财子公司落户青岛，截至 2020 年 12 月

末，理财规模超过 8300 亿元。继光大

理财之后，2020 年青银理财公司获批

并开业运营，成为长江以北地区首家、

全国第 6 家获批的城商行理财子公司。

青岛意才基金销售公司是 2018 年国家

扩大金融开放举措以来首家获批的外

资商业银行全资控股的基金销售机构。

兴华公募基金获批开业，填补了山东

省法人公募基金业态空白。2020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核准设立山东港信期

货，青岛在法人期货公司方面实现零

的突破。截至 2020 年末，青岛全市金

以金家岭金融区为主阵地的空间
布局成果

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着眼于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将青

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作为试验区的核

心区和主阵地，从市级层面加快推进

建设。

金 家 岭 金 融 聚 集 区 累 计 建 成 投

入使用金融楼宇及配套楼宇面积 800

万 平 方 米，2020 年 实 现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177.4 亿 元， 占 崂 山 区 GDP 比

重 20%， 占 全 市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19.7%。目前，金融聚集区金融机构和

类金融企业 1052 家，涵盖 22 类金融

业态，其中法人金融机构 18 家，占全

市的 80%，持牌金融机构 211 家。发

挥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城市政策优势，

金融聚集区着力打造面向未来的金融

科技产业园区，聚集金融科技企业 41

家。其他区域根据自身优势，在基金

管理、保险聚集、绿色金融、“三农”

金融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特色。

以风险防控和开放合作为重点的
金融生态成果

注 重 金 融 风 险 防 控 和 投 资 者 教

育，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打击非法金融

活 动， 不 断 优 化 试 验 区 金 融 生 态 环

境。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

治，其中 2 家符合条件的互联网金融

机构转型为互联网小贷公司获得国家

同意性批复意见，填补山东省互联网

小贷业态空白。2020 年末全市银行

业 不 良 贷 款 率 持 续 压 降， 保 持 了 稳

健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以试验区作

为改革创新的共赢平台，扩大国内外

“朋友圈”。与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 100 多家金融机构建立财富管

理合作关系，与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

行、渣打银行等知名国际金融机构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金融及财富管

理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多个“国际客

厅”建立密切联系，推进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

下一步，青岛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办好一次会，搞活

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等

重要指示要求，围绕青岛市财富管理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的

重点任务，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

创造发展活力，持续活跃金融生态，

将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打造成财富管理高地。

青岛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创造发展活力，持续活跃金融生态。 （图 / 王勇）
Qingdao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development, and invigorate its financi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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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为城市加持 “典范”成就新高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文明不单纯是一句口号、一座丰碑，而是

存在于城市细枝末节的生活日常，是衡量城市综合魅力的标准。文明为城市不断加持，站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的青岛，向着更高远的城市目标进发。

Civilized Model City Construction Brings New Height to Development

4 月 1 日，青岛市全国文明城市总结表彰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部署会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开。（图 / 杜永健）
On April 1st, Qingdao National Civilized Cities Summary and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 Striving for National Civilized Model City 
Mobilization and Deployment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Municipal Conference Center.

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教育局面向全市中小学部署开展“向国旗敬礼”活动，让孩子们用最美姿势向祖国深情告白。
（图 / 杜永健）

At the “Saluting to the National Flag” activity, operated and deployed by Qingdao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Qingdao Municipal Education Bureau, children expressed their love to their motherland using the most 
beautiful gesture.

顶格推进 向文明城市新高度进发
4 月 1 日，青岛市全国文明城市总

结表彰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

部署会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开。会

议学习贯彻全国、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精神，总结创建经验，表扬

创建先进，激励动员全市上下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和精准的举

措，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中

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出席

会议并讲话，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军出

席，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鲁明主持。

会 上 宣 读 了《 关 于 表 扬 青 岛 市

2018—2020 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通报》，播放了

有关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专题片，西海

岸新区、市南区、胶州市、市公安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依次作

表态发言。

赵豪志讲话时指出，全国文明城

市是对一个城市全方位、综合性的评

价，是目前公认的竞争力最强、含金

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国字号”

城市品牌。近年来，围绕建设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全市上下持续推动城市

品质改善提升、国际时尚城建设等“15

个攻势”，抓创建、促发展，青岛市

城市面貌和精神面貌显著提升，群众

满意度持续提高，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同时也还

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差距。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创

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拿出正视和

解决问题的勇气，强化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按照工作项目化

的要求，加快创城工作向纵深推进，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赵豪志强调，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是在全国文明城市基础上的进一步提

升，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全市上下

要统一思想、协力攻坚，聚焦市民反

映强烈的问题，出重拳、下重手，推

动创城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要聚

焦重点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提升行动，

加大违法建设治理力度，疏堵结合整

治占路经营，突出抓好老旧小区和城

中村改造，切实开展好道路交通秩序

整治、农贸市场专项整治，加快推进

绿化整治工作，让市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市容环境面貌的明显变化。要进一

步提升数字青岛建设水平，依托城市

云脑，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社会、

数 字 社 区 建 设， 加 快 提 升 城 市 治 理

的 数 字 化、 智 慧 化 水 平， 确 保 全 市

数 字 化 转 型 工 作 走 在 全 国 前 列。 要

强 化 工 作 协 同， 倒 排 任 务 工 期， 加

快推进民生领域十大集中攻坚工作。

要加强对创城工作的组织领导，真正

压实责任，建立健全督查、考核工作

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全面掀起人人

参与创城的热潮，确保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工作取得实效，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

强抓痛点难点，压实责任意识
创城工作是民生工程，是发展工

程，是提升城市发展品质、顺应市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针对会议的工作部署和专题片“曝光”

的短板弱项、问题不足，各区市、部

门纷纷表示，要以最高标准、最严措

施、最优作风，真抓实干、决战决胜，

一项一项对标抓落实、一件一件攻坚

求突破，全力以赴打赢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

硬仗，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实现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青岛市市南区将坚决扛起争创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主战场”责任，全力破解文明

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中的难点、

堵点、痛点问题。通过建立长效工作

机制，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明确职

责任务、严格时间节点，提升工作合力。

青岛市市北区把创城创卫工作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抓好落实。

将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全区动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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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压实区级领导和各街道、各部门

责任，以过硬组织力、宣传力、执行力，

建强协同配合、聚力攻坚的体制机制，

以市北区“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

锤炼严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每月

开展实地测评，以严格的督导考核机

制，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青岛市崂山区在全区启动“美化

家园 100 天”行动，围绕环境卫生整

治提升、加大违法建设治理力度、集

中开展占路经营整治、加大老旧小区

和城中村改造整治力度等 8 项任务，

制定落实方案，迅速展开行动。崂山

区将突出一个“实”，制定落实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行动方案，以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的方式，限时落实，

销号管理，助力全市文明典范城市争

创工作实现高效率、高水平开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将迅速掀起“总

攻战”，建立区级领导包干制度，进

一步压实镇街属地和行业部门监管责

任，实现工作无死角、责任全覆盖。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

成立督导组开展专项督查。全域打赢

整治提升“攻坚战”，突出“脏乱差”

区域整治和问题短板整改，集中开展

环境卫生大提升等专项行动。坚决打

好精细治理“持久战”，深化城市管

理体制改革，完善网格化、数字化管

理等有效机制，加快建设“城市云脑”

等城市智慧管理系统。

青岛市城阳区将聚焦文明城市创

建过程中的违法停车、垃圾死角、社

区治理、乱贴乱画等短板弱项，从根

上查找原因、从根上解决问题，进行

综合整治。组织联合执法，建立长效

机制、加大整治力度、强化执法措施、

加强督查督导、层层压实责任，确保

各项指标高标准达到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要求。

 青岛市即墨区将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不等不靠，迅

速行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方面，

即墨区将坚持靶向思维、精准施策，

以环境卫生整治提升、违法建设治理

等 8 个方面重点工作为载体，明确目

标任务，落实保障措施，努力形成群

众性创建的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提升

城市治理水平。

青岛胶州市将聚焦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高标准推进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深化城市更新行动。常态化开

展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发挥好融媒体

中心“曝光台”作用，以“绣花”功

夫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彻底扫除城

市卫生死角，肃清城市管理盲区，推

动城市品质提升走上常态化、规范化、

制度化良性轨道。

青岛平度市将继续完善顶格推进

的领导体制和协同机制，形成上下联

动的“一盘棋”创建格局；针对专题

片中反映出的问题逐一整改，举一反

三，在全市开展专项行动，对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

一些薄弱环节，分阶段、分区域、分

层次开展专项跟踪督查，抓好日常测

评通报，以“信用平度”建设年为契机，

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整治力度。

青岛莱西市将根据责任分工为每

个创城责任单位量身定制“工作清单”，

明确工作任务，每月汇总档案和工作

情况。进一步完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严格落实指挥调度、

专项整治、督导检查、情况通报等常

态化创建机制，聚焦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农贸市场和老旧小区等重点场

所，加强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整治，

完善城市文明监测体系，发挥网格员、

志愿者等群体作用，通过组织开展一

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全民共创、

成果共享理念深入人心，推进城乡文

明一体化发展。

文明让城市更美好、
让市民更幸福

全国文明城市是对一个城市全方

位、综合性的评价，是目前公认的竞

争力最强、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

大的“国字号”城市品牌。作为首批

全国文明城市，青岛持之以恒抓创建、

促发展，2020 年继续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这一称号成为青岛人民倍感

骄傲、十分珍视的荣誉，成为这座城

市的靓丽名片，也有力地推动了青岛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

入新阶段，中央文明办将在 2023 年评

出第一批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今年先

行开展创建试点。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是在全国文明城市基础上的进一步提

升，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因此荣誉

更加珍贵、含金量更高。青岛正在奋

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搞活一

座城”、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新平台，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可

以在世界城市之林树立起青岛更加靓

丽、更具吸引力号召力的城市新形象，

推动青岛实现更高水平、更优质量的

开放发展。而作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

的获得者，努力争创首批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市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拿出实招硬招，激发潜力动力，向着

这个更高的文明城市目标进发。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时

代发展新要求，回应市民群众新期待。

创城工程是民生工程，是发展工程，

是提升城市发展品质、顺应市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这次动

员部署会提出，从现在开始到 7 月上旬，

在全市开展百日攻坚，并对环境卫生

整治提升、违法建设治理、占路经营

整治、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整治、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农贸市场专项整

治、绿化整治工作和提升数字青岛建

设水平八项重点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紧紧扭住影响文明创建、市民反映强

烈的问题不放，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与加强城市管理、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市民素质结合起来，加强统筹协

调，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强力推进，务求实效，推动创建工作

快速全面起势。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必须树

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理念，坚持创建为了人民、创

建依靠人民、创建成果人民共享。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主体是全体市

民。要把“青岛人爱青岛”这种炙热

的内在情感激发出来，转换成每一位

市民参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紧紧依靠群众，

广泛发动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

和满意度。要用足用好“我爱青岛·我

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

动这个常态化听民意、解民忧的平台，

健全民意收集、办理、反馈、落实、

监督闭环管理机制，取得群众的理解、

参与、支持和配合，不断汇聚“爱青岛，

让青岛更美好”的强大正能量。要加

强宣传引导，发挥监督作用，做好“曝

光台”“回音壁”等栏目，加大对不

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倒逼工作推进

和落实。

昨日的荣耀已是昨日，如今，青

岛已整装待发，向着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的目标，在奋进的路上披荆斩

棘，带着坚韧和执着，深化拓展、巩

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大踏步地

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目标迈进。

青岛市市北区辽源路街道错埠岭社区联合东海岸幼儿园举行“学习雷锋精神，争做文明小主人”洁净家园志愿服
务活动。（图片提供 / 青岛市市北区文明办）

The “Learning from the Spirit of Lei Feng, Becoming a Civilized Child” event is a voluntary activity to 
clean the community sponsored by Cuobuling Community in Liaoyuanlu Street, Shibei District, Qingdao and 
the East Coast Kindergarten.

On  A p r i l  1 s t ,  Q i n g d a o 
N a t i o n a l  C i v i l i z e d 
C i t i e s  S u m m a r y  a n d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C o n f e r e n c e  & 
Striving for National Civilized Model 
City Mobilization and Deployment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Municipal 
Conference Center. The conference 
l ea rned  and  imp lemented  the 
spirit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C o n f e r e n c e , 
summarized experience, honored the 
fighters, and encouraged citizens and 
workers throughout the city to strive 
for a national civilized model city 
with more enthusiasm, more solid 

actions and more targeted measures.
During his speech, Zhao Haozhi 

pointed out tha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of Qingdao should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enhanc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urgency of the work to build 
a nat ional  c ivi l ized model  c i ty 
and take the courage to face up 
to and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strengthened attention to fulfilling 
g o a l s ,  s o l v i n g  p r o b l e m s  a n d 
delivering resul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to be project-
oriented, further measures will be 
implemented to build a national 
civilized mode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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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 Doctor: Li Weinong

李慰农，是在青岛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是继邓恩铭之后青岛党组织的第二任负责人，是

党的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从巢县到芜湖，从中国到法国，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上海到山

东，从济南到青岛，征途艰险，斗争惨烈，他将生命与理想铸进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如磬基石，

他为共产主义谱写了可歌可泣、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

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

6 月，李慰农同赵世炎、周恩来、陈延

年、李维汉、王若飞等 18 人，在巴黎

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

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

年共产党”。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初，

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也不隶属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独立的革

命团体，直到 1923 年 2 月，根据党中

央指示，“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大会，

才决定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

欧支部”。1923 年下半年，李慰农被

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国革命旅欧组

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旅欧党团组织内，李慰农刻苦

学习，钻研马列是出了名的，特别是

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简直如痴如迷，

以至于大家送给他两个绰号，一个是

“农民博士”，一个是“社会主义”。

据当时同李慰农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

的肖劲光、张申府、肖三等人回忆，

这两个绰号就是他的替代名。

与此同时，李慰农还同周恩来、

赵世炎、王若飞等在华工中进行了大

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们摆

脱行会和帮口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

统一组织——华工总会，并出版了《工

人旬报》《新工人》等刊物。华工领

袖袁子贞和马志远在他们的帮助教育

下，先后加入共产党。这些活动，锻

炼和提高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为他

以后回国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

不少经验。

这期间，李慰农特别强调学习马

克思主义。他曾说：“共产主义是一

种精辟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

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将这种

主义的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了、制

度弄熟悉，最重要的是根本概念——

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

少年壮志赴法勤工俭学
1895 年，李慰农出生于安徽巢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尽管家境艰难 , 李

慰农仍然自幼接受教育。1912 年，考

取芜湖第二农业中学的李慰农，决心

振兴农业，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于

是在赴校前夕将名字改为“慰农”，

寓意要以实际行动慰藉苦难的农民大

众。1915 年的夏天，他以优异成绩毕

业后留校任农场管理员 , 月薪 60 余元

银洋的待遇十分优厚，但他坚持在工

作之余广泛联络进步教师和学生，研

究农业科技和革命理论，探索拯救中

国的道路。他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才有希望。1919 年，“五四运动”

的浪潮波及芜湖，二农顿时沸腾起来，

李慰农作为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和师生们高喊着“废除二十一条”“还

我青岛”的口号游行。

1919 年秋末，中国“华法教育会”

在安徽招考赴法勤工俭学生，李慰农

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2

月，他与蔡和森、尹宽等 50 余人由上

学说——然后才能固定了的思想，保

持他的行动，虽然万苦千辛，不致中

途变节。”李慰农根据自己的认识，

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并试图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

实际问题。

1923 年 11 月，李慰农和刘伯坚

等 10 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周

恩来护送到柏林，随后转赴苏联，进

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

莫支部的活动。经过 5 年的国外革命

锻炼，应党的召唤，李慰农于 1924 年

底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他迎着席卷中

华大地的革命浪潮，勇敢地冲上了波

涛汹涌的潮头。

殚精竭虑引领工人运动
1925 年，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

国，被分配到山东工作，之后被中共

山东省委派去青岛工作。到任后，他

立即参加了全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深入产业工人集中的四方村，建立中

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整顿党的组织，

建立严格的组织制度和保密制度，同

时，积极发展工会组织，举办工人夜校，

建立工人俱乐部。

1925 年，是青岛革命运动蓬勃兴

起的一年。在中共“一大”代表、青

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的领导下，在

取得了四方机厂“二·八”工人大罢

工胜利之后，又于 4 月 18 日举行了青

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

李慰农发动 4000 余名大康纱厂工

人举行罢工，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

体工人泣血书》，提出承认工会，增

加工资，保护童工、女工及对待工人

一律平等 16 项复工条件。6 天之内，

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 1.8 万人。4 月 29

日，他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一职，

遂将市委机关由湖南路秘密迁到下四

方村，就近领导罢工斗争。先后发动

“农民博士”李慰农
文 /张文萱

李慰农（资料图片）
Li Weinong

李慰农公园是青岛党史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图 / 王勇森）
Li Weinong Park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publicity of Qingdao’s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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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机厂工会全力

声援；动员各界群众特别是学生，成

立“罢工后援会”捐款声援，争取青

岛《公民报》特辟工潮专栏，报道斗

争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

阀压迫工人的罪行。

5 月 10 日，日本厂方迫于强大的

压力，与工人代表签订了 9 项复工条

件，各纱厂复工。至此，历时 22 天、

闻名全国的青岛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

工取得了重大胜利。5 月中旬，第二次

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之后，刘少奇由与

会代表傅书堂陪同，来到青岛。第二

天，在四方党支部书记李慰农住处接

见了四方机厂的工会委员长、党员丁

子明和纪子瑞等人。李慰农向刘少奇

汇报了青岛工运和党的工作的情况。

刘少奇听后很高兴，说要想尽一切办

法把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政治地位和

经济权益，要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

治、启迪他们的觉悟，工会是工人的

台柱，是工人的依靠，要把工会办好。

刘少奇在青岛期间，李慰农召集了党、

团负责人会议，一起分析研究了下一

步的工作。刘少奇和李慰农都认为，

当前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罢工虽然

得到了初步胜利，但要警惕敌人的反

扑，要告诉工人，斗争的道路很曲折、

很漫长、敌人很狡猾，不可有侥幸心理。

在刘少奇离开青岛后不久，中日

反动派便开始了反扑。

青岛惨案无法忘怀
实际上，青岛工人第一次联合大

罢工成功后，就在各厂工人复工后，

日本厂主却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拖延履

行复工条件，一方面勾结军警封闭工

会，并策划对工人进行报复。他们开

除了 51 名罢工骨干分子，并向胶澳商

埠当局施压要求取缔工会。5 月 25 日，

大康、内外棉等几大纱厂工人再次举

行第二次同盟大罢工。

这次罢工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

向北洋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当局

镇压罢工，同时把本国军舰开进胶州

湾，准备随时登陆自行镇压。在日方

的威压利诱下，亲日派军阀、山东督

办张宗昌训令胶澳督办温树德，派遣

军警，镇压罢工。5 月 28 日这一夜，

2000 多名警察及海军陆战队员包围了

四方 3 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当晚，

李慰农得知敌人调动军警的情报后，

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立刻召开了支

部会议，研究对策，但一切为时已晚。

5 月 29 日凌晨，军警冲入内外棉

纱厂，要求工人退出工厂，遭到工人

拒绝。当温树德的陆战队冲入内外棉

纱厂时受到工人们的抵制时，海军陆

战队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

训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

压，一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当场

死 8 人、重伤 17 人、75 人被捕，数百

人被通缉，3000 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

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它和次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

史称为“青沪惨案”。

工人被压迫，李慰农心急如焚，

听到枪声大作，他更是心如刀绞，曾

经与他亲密无间的工人们遭遇如此横

祸，李慰农心痛不已。他立刻与傅书

堂、丁子明召开了紧急会议，要多渠

道揭露敌人的暴行，广泛争取社会各

界支援，进行募捐，以抚恤烈士家属、

救济受伤、失业工人。在四方机厂西

公司职员宿舍的昏暗灯光下，李慰农

压抑住心中的悲痛奋笔疾书，将事情

的经过写信向刘少奇汇报。

6 月，刘少奇复信，并汇来中华全

国总工会捐款 200 元、北京学生会捐

款 2000 元。同时，李慰农组织胶济铁

路总工会发动各界，成立了“青沪惨

案后援会”，团结进步民众，揭露敌

人罪行，唤醒同胞。此时，李慰农深

知青年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广泛组织发动学生投入斗争。如罗荣

桓、张沈川、彭明晶、李萼等一大批

学生骨干很快成为斗争的骨干。

在李慰农的组织领导下，青岛人

民的爱国斗争开展得蓬蓬勃勃、如火

如荼。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市

各界组织了上百个民众团体，或联合

或单独举行集会数十次，演讲、游行、

募捐几乎天天都有，就连胶澳商埠督

办公署的官员们也慑于形势参加了民

众团体。这一切，不仅表现了民众团

体和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也充

分地反映了李慰农的胆略和才能。

在他的领导下，青岛方面的反帝

爱国力量都汇集到了共产党的周围，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帝国主义

和反击军阀势力猛烈冲击。

壮烈牺牲永镌历史
1925 年 7 月 23 日， 大 康、 内 外

棉、隆兴工人举行第三次罢工， 反帝

风暴席卷整个青岛。当时，张宗昌在

接受了中日反动派 30 万元的贿赂后，

决定再次大开杀戒。从 7 月 26 日起，

由张宗昌的前敌执法副司令尹德山带

领大批武装奉军赴四方镇压罢工。四

方、沧口地区实际戒严，交通断绝。7

月 26 日晚，反动军警由叛徒指路，去

四方一带搜捕李慰农。此时，李慰农

在小鲍岛布置完应变工作后返回四方

村市委机关时，不幸被北洋军阀逮捕。

敌人审讯他到青岛的目的时，李慰农

In  M a y  1 9 2 5 ,  L i  W e i n o n g 
came to Qingdao to lead the 
Party’s work and carry out the 

revolution. Unfortunately, he was 
arrested by the Beiyang Warlords 
and severely tortured. However, he 
remained faithful and unyielding. He 
was kill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Hu 
Xinzhi on July 29, 1925, at the age of 

30.
L i  W e i n o n g  w a s  t h e  f i r s t 

communist who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revolution in Qingdao. He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by Qingdao 
people. At the eastern end of Xilingxia 
Road, west of the trestle bridge 
waterfront of Shinan District, there 
is a Li Weinong Park, which consists 

of five sections: Deeds of Martyr Li 
Weinong and his Communist Party 
Admission Oath, Party History in 
Qingdao, Chinese Spirits, Chinese 
Dream and Four Virtues Corridor. 
It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ublicity of Party history in Qingdao 
and a practical classroom for Party 
members’ education.

斩钉截铁地说：“青岛是中国的青岛，

是青岛人民的青岛，我要和青岛人民

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走狗 !”敌人要李慰农供出“同党”，

李慰农大义凛然地说：“青岛的工人

全是我的同党。”7 月 29 日，李慰农

英雄就义于青岛团岛，那年，他 30 岁。

李慰农的牺牲，在当时就给党造成巨

大损失。作为贫苦农民的儿子 , 他用坚

强的意志完成了蜕变 , 从“农民博士”

到“工运先驱”, 李慰农走过了短暂却

光辉的一生。

一座英雄丰碑矗立在黄海之畔，

崂山脚下，矗立在青岛人民心中。青

岛人民没有忘记他。在青岛市市南区

栈桥海滨以西的西陵峡路东端，有一

个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公园，这里是

广大游客和周边居民休憩观景、凭风

临海的好地方，也是一处有鲜明主题

特 色 的 党 建 文 化 公 园 —— 李 慰 农 公

园。这里由李慰农烈士事迹及入党誓

词专栏、青岛党史轨迹、中国精神和

中国梦、四德长廊 5 个部分组成。为

突出公园红色文化主题，丰富辖区党

员教育活动场所，营造党建文化氛围，

2016 年 5 月，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

道对李慰农公园进行升级打造，将其

建成一处有鲜明主题特色的党建文化

公园。李慰农公园也因此成为青岛党

史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党员教育的

实践课堂。

2018 年 1 月，李慰农公园被命名为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图 / 王勇森）
In January 2018, Li Weinong Park was named as a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Base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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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赴一场古堡之旅

青岛，城如其名，青青之岛，一座浪漫如初的城市。

春待花开、盛夏游海、入秋赏叶、深冬映雪，变幻春秋、日夜不同。

她，总是不动声色，却让人流连忘返。

而那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欧韵建筑，则是这里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汇聚成了青岛生

生不息的城市文脉。

Taking a Trip to Ancient Castles in Qingdao

放前，蒋介石曾居于此，多位领导人

也曾在此下榻过。楼外的院子不大，

高树灌木错落有致，西侧墙壁上缓缓

爬上了条条藤蔓，翠绿的色彩宣示着

春的盛美。而花石楼也因其独特的建

筑造型与影视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影《神圣的使命》《白雾街凶杀案》

《总统行动》等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名人的踪迹、明星的光环，为花石楼

增添了一抹神秘的光环。

花石楼，似乎从一诞生就是传奇。

如果说，八大关是城市街道与建筑的

样板，是园林与别墅的典范，那么，

花石楼就是八大关的画龙点睛之笔。

那里有一份对历史的虔诚和一段迷人

的岁月。

德国监狱旧址：
一座城堡，一段故事 

不可否认，每一栋建筑的存在都

仿佛是一段不曾改变的历史，或尊荣

华贵，或浓情浪漫，或灰暗阴霾。

位于常州路 25 号的德国监狱旧

址，始建于 190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

惟一的一座古堡式建筑监狱。在青岛

漫长的殖民史和城市开拓史上，百年

沧海桑田，它见证了种族隔离，也见

证了这种隔离的消亡。 

作为一座典型的 19 世纪德国古堡

式建筑，它的艺术成就曾让不少德国

专家感叹，哪怕在德国本土也很难看

到如此建筑。但谁又能想到，在这美

丽的外表下，它的内部却是如此阴暗

而可怕的牢狱。走入德国监狱旧址的

第一眼，便被古老的“仁”字号监房

吸引。监狱内除了“仁”字号监房，

还有伙房、浴室、马房、“义”字监房，

以及水井、瞭望台、监狱工厂等。如

此完整的一座监狱得以保留，在世界

上也不多见。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

进监狱内部的旋转阶梯，沿着阶梯向

上而行，再走入每一层的走廊，很多

时候，这里的游客不多，只有寥寥几人，

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也会感

到莫名的恐惧。

进入监狱内部，在阴暗的走廊、

厚厚的铁门后，是一间间狭窄、密闭

的房间。这些房间似乎充满着绝望和

岁月悠悠，穿越古今，今天，让

我们去赴一场古堡之旅吧……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每一座古堡

式建筑都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它们或

见证了王朝的繁盛兴衰，或见证了一

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或见证了一场轰

轰烈烈的战役。

对于青岛来说，每一座古堡式建

筑则都记录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和

记忆。

花石楼：
在记忆的深处，遇见往复的时光

海风拂，春色染，八大关开启了

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在有着“万

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八大关风景区

内，坐落于景区南端岬角的花石楼，

无疑是最著名的一处景点。八大关作

为欧韵青岛的象征，因为有了花石楼，

建筑风情兼具了柔情与威严，细腻与

粗犷。纵横交错的街道，遍植不同的

花木，一年四季，展现着不同的风情。

不论踏上哪一条风情独具的街道，总

能找到花石楼。

这座始建于 1930 年，融合了西方

多种建筑艺术风格的欧洲古堡式建筑，

既有希腊和罗马式风格，又有哥特式

建筑特色。塔楼顶部为雉堞式女儿墙，

大幅墙面由原色花岗岩砌成，建筑底

部和转角处镶嵌蘑菇石，局部贴有细

密的鹅卵石，这也是“花石楼”3 个字

的由来。花石楼主体共有 5 层，一层

是会客厅、餐厅，二层是卧室，三层

是咖啡室和书房，顶层为观景台，站

在花石楼上凭栏观海，海滨风光尽收

眼底。

当然，如果走进花石楼内部，就

又会发现，内部设计还采用了中国传

统的美术元素。

而在花石楼耸立的海滨小院之中，

曾经留下过诸多名人的脚印。相传解

青岛电影博物馆毗邻“东方影都”，坐拥山与海，矗立于绿树环绕间，如梦如幻。（图 / 吕建军）
Adjacent to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the dream-like Qingdao Film Museum is nestled around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d stands among green 
trees.

石墉城堡是国内首家依山傍海的半山城堡，更似一个童话里的世界。（图片提供 / 石墉城堡）
Shiyong Castle was the first castle erected in China that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a mountain near the sea. It 
seems like a place in a fairy tale.



时尚·打卡青岛 napshot 
in QingdaoS

048
SAILING CITY

049
SAILING CITY

教堂由钟楼和礼堂两部分组成。

钟楼高 39.1 米，登楼可一览青岛的

海 天 秀 色。 钟 楼 上 的 巨 型 钟 表， 给

原 本 肃 穆 的 教 堂 又 增 添 了 几 分 神 秘

和庄重。礼堂宽敞明亮，可容纳千人。

18 米高的大厅两侧分为楼上楼下两

层， 装 饰 十 分 精 美 典 雅， 置 身 其 中

给 人 以 神 圣 之 感， 堪 称 是 完 美 的 基

督 教 建 筑 艺 术 的 佳 作。 在 堂 区 院 内

建 有 两 幢 二 层 楼 房。 一 幢 是 该 堂 的

附 堂， 一 幢 是 传 教 士 的 住 宅。 教 堂

前的广场平坦宽阔，四周绿树成荫，

周 围 错 落 有 致 地 分 布 着 各 种 西 式 建

筑， 更 加 衬 托 出 教 堂 建 筑 的 宏 伟。

每 当 晨 曦 渐 扩， 熹 抹 东 天 之 时， 远

山 近 树、 绿 顶 黄 墙 在 晨 曦 中 时 隐 时

现， 此 情 此 景， 仿 佛 身 处 异 域。 沿

着 岩 丘 的 窄 阶 拾 级 而 上， 教 堂 坚 固

厚重的墙壁、半圆拱形花岗岩窗框、

陡 斜 的 红 色 屋 顶 以 及 绿 色 尖 顶 的 钟

楼 便 清 晰 地 展 现 在 眼 前。 用 厚 重 的

花 岗 岩 垒 砌 的 墙 基 凝 重 粗 犷， 使 整

个 教 堂 的 轮 廓 显 得 清 晰 简 洁， 给 人

一种宗教建筑特有的美感。

青岛电影博物馆：
穿越百年光影，邂逅粉色魅力

作为现实中的童话城堡 , 青岛电影

博物馆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

视文化产业核心区的朝阳山畔，毗邻

“东方影都”，坐拥山与海，矗立于

绿树环绕间，如梦如幻。

电 影 博 物 馆 自 2018 年 开 始 运 营

后，旨在打造青岛作为“电影之都”

的核心文化至高点，如今已成为西海

岸新区的标志性建筑和标杆性项目，

也是该区域具有引领性的重要文化场

所之一。

Qingdao i s ,  as  i t s  name 
implies, an island of green 
and a city as romantic as 

ever.
She i s  a lways  quiet ,  but  has 

immense charm.
The European buildings with 

d i f f e r e n t  s t y l e s  a r e  t h e  m o s 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ity, which 
have been woven into Qingdao’s 

enduring urban fabric.
For European countries, each 

cas t le - s ty le  bu i ld ing  carr ies  a 
d i f f e r e n t  h i s t o r y .  T h e y  h a v e 
w i tne s s ed  the  p ro spe r i t y  and 
decline of a dynasty,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a family, or a brutal and 
intensive battle.

For Qingdao, every castle-style 
building records the story of the city.

走进博物馆，你会发现，这里是

集现代技术和未来科技于一体，采取

数字化、多样化的形式进行陈展，可

以称之为是一座以文化体验为核心、

以数字科技为动力的“未来博物馆”。

其中，一层为博物馆展区，由序厅、

世界厅、青岛厅三大展厅构成，主要

展示了世界电影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青

岛与电影之间的美丽邂逅，并配合不

同年代的电影珍藏品，传递出世界电

影及青岛电影的魅力，展望了未来电

影的无限可能；二、三层为“拾光里”

艺术空间，结合诸多电影中的经典元

素，打造成为了一个集展览空间、新

闻发布、图书文创、影视餐饮、艺术

影 院 等 多 种 业 态 为 一 体 的 文 化 综 合

体。这里还会不定期更新展览内容，

并开设影视文化讲堂，在此基础上，

明 星 演 员、 导 演 在 这 里 接 受 采 访、

参 与 活 动。 而 随 着 一 个 又 一 个 有 层

次、 有 内 涵 的 展 览 在 这 里 展 出， 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这里参与

研学活动，让这里成为了一处环境舒

适、可供休闲娱乐与科教一体的新型

艺术空间。

其 实， 早 在 电 影 诞 生 之 初， 青

岛就作为电影艺术的“东方摇篮”，

沐 浴 着 中 国 电 影 史 上 的 魅 力 曙 光，

今 天 青 岛 则 以“ 电 影 之 都” 的 新 名

片 大 放 异 彩。 而 作 为 全 国 首 个 电 影

历 史 科 技 博 物 馆 —— 青 岛 电 影 博 物

馆， 这 里 不 仅 仅 是 参 观 电 影 经 典 记

忆 的 场 所， 更 是 一 场 穿 越 历 史 走 向

未来的时光隧道。

如今，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势头强劲，而厚积薄发的青岛也登上

了更广阔的舞台，作为灵山湾影视文

化产业区汇聚电影文化的场馆，青岛

电影博物馆将铭记镌刻每一个关于电

影、关于青岛的珍贵瞬间。

青岛基督教堂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古堡式建筑。（图 / 吕建军）
Qingdao Christian Church is a typical German castle-style building.

窒息。哪怕时至今日，这种气息依旧

不能被早已敞开的大门所释放。很难

想象，当那些囚犯被关押在此时，在

失去自由后是怎样一种痛苦。

德 国 侵 占 青 岛 的 时 间 是 1897 至

1914 年。后来，这座监狱与青岛一起

先后被日本、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

民政府占领，并作为囚禁场或看守所。

在这里你可以一探德军、日军、国民

党反动派使用这座监狱时所发生的沧

桑往事。当然，也或许会和我一样，

在不经意间，就沉浸在了对历史、自

由和人性的沉思中。

青岛基督教堂：
静止的建筑，历史的回顾
位于江苏路 15 号内小山丘上的青

岛基督教堂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古堡式

建筑。

石墉城堡：
依山傍海中，看日夜星辰
我 们 最 向 往 的 居 住 环 境 是 怎 样

的？一半是山居、一半是海景，是否

能满足你的所有幻想。位于崂山区流

清河附近的石墉城堡就是国内首家依

山傍海的半山城堡 , 它伫立在绵长的海

岸线上 , 恍若世界尽头的见证者 , 更似

一个童话里的世界。

远远看去，塔楼、箭楼、透景楼

错落有致，石墉城堡传承了欧洲城堡

的典型高度标志。而且，它的来头亦

是不小，其前身是“赵氏城堡”。城

堡主人曾亲自踏勘 29 个欧洲古堡，并

特邀 11 位老石匠设计，在不采用任何

现代机械参与打磨的情况下，以原石

工艺纯手工雕凿。用 10 余年的时间，

将一块巨石凿成近 20 万块，以名副其

实的匠人精神，筑造了中国人自己的

城堡，可谓是匠心之作。

来到这里，不仅是身心的享受，

更是精神的满足。城堡外浓密的植被给

这里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推开榆木

大门，就可以去探索这座城堡的浪漫与

神秘。拾级而上，在长廊里自由穿行，

找寻城堡里最美好的记忆，登上最高

处，则是一个空中花园，可以在近 170

平方米的观海大露台上远眺无垠的海

岸线，用相机记录如画的美景。

如今这里是一家民宿。所以它的

室内空间也颇具设计感，8 间客房集合

了各种异域风格，可一站式打卡多国，

但在轻奢的外观设计之外，细节与服

务又不失朴素之心。就如同这里所倡

导的居住理念，即：“自然之道即朴

素之心，朴素的本源在于天然形成的，

顺应生活本源的审美体验，不拘于泥

某种哲学理念，而以返璞归真的态度

实现这种理想生活。居住之美，就是

讲自然材料植入，为日常带来朴素的

奢侈物。”

不论房间是后现代主义的颓废破

旧风，还是坐拥超广角海景露台的波

西米亚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而内置

开放式浴室的 LOFT 美西木屋房、含吊

床与 CAN 铸铁壁炉的怀旧古堡房、多

元又迷人的新德里房、浪漫又唯美的

卡帕多西亚洞穴房等都会让你感到无

比的惊艳。

在这里，你可以手持一杯咖啡或

红酒，遥望远方，度过一段美好的时

光；可以与闺蜜来一场温馨的下午茶；

或是参加一场以“美酒”为媒的轻奢

派 对， 亦 或 是 于 爱 人 一 次 浪 漫 的 求

婚……

山与海，岛与沙，关于生活的美

好期许都在这里。

漫步青岛，阳光沙滩之外，这里

独有的古堡式建筑使得它独树一帜，

让我们想走近它，走近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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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韩海燕

人间四月天  日暖风清淡

“阳光草木芳菲尽，最美人间四月天。”

在经历过冬日的沉闷和蛰伏之后，在历经过疫情的艰难和紧张之后，春的脚步匆匆

而来。

春雨润物，山泉消融，在大自然的报春声中，在城市逐渐熙攘的人群里，春花始盛，

春林初生。

此时，应不负春光不负卿……

April Days with Balmy Sunshine and Light Breezes

静民居别有一番情趣。

漫步中欣赏春日的繁华
在青岛前海沿儿，自栈桥向八大

关漫步悠游，一步一景，海风轻抚脸颊，

处处带着甜美的气息。栈桥，素有“长

虹远引”之美誉，一头接续百年老街

中山路，一头前伸入海直抵潮端。眼

前的双层八角亭，金瓦朱壁，飞阁回澜，

浩浩荡荡，气象万千。这里是海上观

光的绝佳角度，近处小青岛，如古琴

横陈，灯塔乍明乍暗，风雾中如舟行

海上，闪灼尽致。远眺为青岛老城，

楼舍依山而建，红瓦黄坪，绿树青山。

小鱼山亭台剔透玲珑，连同信号

山上红色的蘑菇楼，在蓝天、白云、

碧海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充满异国情

调的月光画卷。

而一身挂满文化符号的大学路，

以一种隐匿的姿态，静静地停顿在属

于上个世纪最初期的时光隧道里。百

年梧桐擎天蔽日，蔷薇悄悄爬上美术

馆的红墙琉璃瓦，恋人在汉白玉镶嵌

的大学路与鱼山路街角相遇，像是一

种油画的美，一种说不尽的芳华流连。

沿着海岸线一直向东，过了水族

馆就是鲁迅公园，海边红礁石高低错

落，山海为盟，风月见证，不时可见

拍婚纱的新人和依偎而坐的情侣，在

“海誓山盟”之中用相机定格浪漫。

曾几何时，素有“万国建筑博览

汇”美誉的八大关，百年老别墅重启

容颜。书店、咖啡、美术馆很自然的

在路边“生长”，店主远离喧嚣繁华，

借着八大关所给予的自然与文气，用

心经营着自己的“心中圣地”。于是，

八大关更美了，游人慢慢、车辆缓缓。

在这片区域所营造的生态里，一种名

曰“爱上呼气”的都市慢生活，正在

书写最美的诗篇。一路往前，一路美景，

海水浴场、中山公园、奥帆中心……

这里有世界最美海湾，国内保存最完

好的红礁海岸，金黄细软的沙滩。

这条长长的道路完美地融合了亚

洲与欧洲、古典与现代；这里有激情

澎湃的山海，也有柔情蜜意的小街；

这里有诗人的情怀、画家的笔触、摄

影家的镜头，也有恋人的缱绻；这里，

就是“山、海、岛、湾、城”交相辉

映的青岛，从西向东，皆是恋之风景。

花海中找寻春日的浪漫
青岛的春天是短暂的，无论是嘉

定山、北岭山的迎春花，还是樱花小

镇、中山公园的樱花，亦或是海宁路

上的玉兰花，都在这个春天悄然绽放，

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被暖风熏开，伴着一树一树的樱

花盛开，如天外飞琼，成就了青岛最

美的春天，沁人的风雾和飘扬的花瓣

让青岛变身为一座浪漫的花城。谁说

春日赏花的最佳目的地是日本？事实

证明，青岛的花毫不逊色，陶醉在一

簇簇彩色的世界里，沉溺于沁人心脾

的香味中，那种惬意，那种温馨，只

有你身临其境才能体味其中的美妙。

除了浪漫风情的八大关等这些久

负盛名的赏花之地，你还应该知道春

日的青岛处处繁花俏丽。

在临近崂山北九水的山谷中，有

一个依山傍河、人见人羡的村庄——

卧龙村。每年的四五月，春的气息被

姹紫嫣红的山花所唤醒，卧龙村里的

杏花、樱花竞相绽放，这里变身白色

花海，也让这个崂山深处的小村庄看

起来分外妖娆。杏花、梨花和樱桃花

扮靓了山谷，配合着朴实无华的生活

气息，让人感觉如闲云野鹤一般自由。

春意满满的中山公园里，粉白色

的樱花迎风而落，三三两两的游人从

树下走过，微风卷起的花瓣穿过树梢，

缓缓而至。稍不注意，衣袖便沾染上

骑行中看遍春日的璀璨
春日的青岛，从老街到新区，从

城市到山村，处处繁花似锦，在阳光

明媚又如诗如画的风光里，不如来一

场放松身心的骑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有一条环湾路，

被称为最美环湾路。总长度 42 公里，

由东西两条环岛路组成。东环岛路西

起金沙滩、凤凰山、绿岛嘴、甘水湾

至后岔湾。西环岛路东起石雀滩、银

沙滩、连三岛至鱼鸣嘴。环岛路形成

了旅游区内环状交通线，贯穿整个凤

凰岛旅游区的游览观光道路，将青岛

沿海一线的绝佳风景尽收眼底。沿途

金色的沙滩、湛蓝的海水以及翠绿的

草坪让人眼前一亮，一扫视觉疲劳，

在骑行途中尽览海滨美景。从唐岛湾

南岸公园 1 号门出发，沿骑行道前往

金凤凰广场，沿途前往植物园，然后

朝着唐岛湾公园 5 号口的方向骑行。

这一段是唐岛湾南岸的精华，不仅有

天然的滩涂，还有难得的湿地景观。

从唐岛湾公园 5 号口拐到银沙滩路上

后，则是另一片天地。远离了闹市繁华，

去往宁静的乡村。路上一定记得要停

一停，去顾家岛村转转，看看有着近

800 年历史的陈姑庙，去鱼鸣嘴村感受

一下离黄海最近浪涛。

西环岛路上，月牙湾、连三岛的

一幕幕美景变换着角度吸引着你的眼

睛，这条路一面是无垠的大海，一面

是青山绿园，开阔的视野让人忍不住

想要拥抱整个大自然。千万不要错过

石岭子村，这个依山面海的小渔村里，

有着保存完好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海

草房。整个骑行路线的最东端则是银

沙滩，从这里折返会为整条骑行路线

添上最后的完美一笔。

这条网红路四季有景，春日里天

蓝海碧，虽然没有老城区的红瓦绿树，

但原生态的渔家味道、礁石群落、恬

在经历过冬日的沉闷和蛰伏之后，在历经过疫情的艰难和紧张之后，春的脚步匆匆而来。( 图 / 刘明元）
After the dreariness and hibernation of the winter, and after the hardship and tension of the epidemic, spring has come in a h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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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dreariness and 
hibernation of the winter, 
and after the hardship and 

tension of the epidemic, spring has 
come in a hurry.

Spring rain nurtures everything, 
and rivers melt. As nature announces 
the arrival of spring, bustling crowds 
gradually reemerge in the city, spring 
flowers begin to flourish and trees 

begin to sprout.
In spring, every place in Qingdao, 

from the old street to the new district,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is 
thriving with sunny and picturesque 
scenery brightened by brocade-like 
blossoms.

 Why hesitate? Go out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spring day with your 
loved ones!

怡人的口感会让人乐此不疲，也让人

体会到现代农业的“高大上”。　

无独有偶，在即墨区灵山街道大

地欢歌采摘园，各种新鲜的果蔬绘就

出一幅缤纷的蓝图。2020 年起，园区

引进秘鲁的紫色土豆、韩国的紫色白

菜、云南的七彩花生、沂水的白色花

生等多个国内外高端蔬菜品种，逐渐

发展到瓜、果、蔬菜三大类 30 多种，

实现了四季采摘，比如春季樱桃、草

莓采摘；夏季时令蔬果、养生野菜、

珍珠油杏采摘；秋天核桃、苹果、葡萄、

梨、甜柿、核桃采摘；冬季草莓、西

红柿、黄瓜采摘等，采摘园充分依托

品业基础，发挥产业优势，配套园区

功能，搭建互动平台，打造“品味乡村”

旅游品牌，在“游、吃、住、购、娱”

等配套上做足功夫，推动了观光农业

向纵深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吸

引游客，采摘园采取复古老式建筑、

还原旧时场景、老式农具用具展现等

手法建设一处民俗园，把民俗文化贯

穿旅游始终，不仅丰富了旅游内容，

更增加了人文气息，聚结起更多的旅

游人气。

海岛上欣赏春日的波涛
4 月的青岛，微风清冽，春意勃发，

各种美景应接不暇，而海岛游也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在灵山湾畔有一颗璀璨的明珠，

她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青岛地

区第一大岛，兀立于西海岸灵山湾南

10 公里的海域中，她就是灵山岛。碧

蓝的天空、金光闪闪的沙滩、蔚蓝深

邃的海水，海风静静拂面，你想拥有

的一切海滨风景这里都有。山海风光

让人心仪，渔家风俗使人神往，而岛

上的捕鱼趣闻，更是令每一个来岛游

客备感新鲜和神奇。游灵山岛，犹如

看画赏画。群峰雄踞于万顷碧波上，

无论远望还是近观，都是一幅气象非

凡的山海画图。登岛后你会再次发现，

这里犹如一幅壮美的风景画，一块奇

石、一组海礁、一道港湾、一群鸥鸟……

都如雕似绘，画魂栩栩，画意深邃。

12 个自然村镶嵌在高山和大海之间，

不拘格局而自成格局，自然天成。岛

上的梯田层层，从海边一直摞到山上，

梯田的石砌地堰顺地势而蜿蜒有致，

有人说这是历史刻下的线条，是舒展

而优美的版画。踏上海岛，便走进港湾、

渔村和渔家生活的风情画中。象鼻山、

歪头顶、石秀才、老虎嘴、试刀石、

海蚀崖壁等，都是令人叹服的大自然

雕塑杰作。寻着潮水赶海，到海边捡

海螺，捉海蟹，或者执竿垂钓，是与

大海逗乐，赶海人乐在画中。

夕 阳 下， 炊 烟 袅 袅， 渔 船 在 落

日 余 晖 下 归 航。 一 个 比 一 个 小， 则

像一串珍珠散落在碧波里。在这里，

最 好 的 方 式 是 漫 步， 感 受 自 然 田 园

间的趣味。

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青岛这般特别。

而青岛众多的“特别之处”中，有许

多是无法复制的经典。走进这座城市，

可以欣赏到异彩纷呈的文物建筑及美

轮美奂的景观风貌，又能够了解到跌

宕起伏的历史变幻，感受青岛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丰富的文化融合力与创造

力，领略到人文与自然融和共生的经

典价值。这里处处彰显着现代化国际

城市的时尚气息，在这里聚集了海信

广场、万象城等时尚综合体，而旅行

中的欢动一刻，是精彩的另一种延续。

在人间的最美四月天里，在不经

意间看到的城市角落里，都能一眼触

到春日的美好。

了一片花香。 

晴暖的天气，催开了玉兰花。在

海宁路上，白色、粉色、紫色、黄色

的玉兰花竞相绽放，那高枝上的美景

将青岛的春天装扮得缤纷多彩。

“看花辨时节，闻香识路名”，

就这样感受人间芳菲的四季交替、周

而复始，你会瞬间爱上这座城。

采摘中体验春日的快乐
“幽幽雅雅若卿卿，碧玉嫣红百

媚生。不羡高枝犹自爱，春风吹处果

盈盈。”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在青

岛的各个采摘园里，醉人的春色吸引

了一批又一批的赏春者。

通透明亮的玻璃房内，一列列银

色的太空舱悬挂于空中，两边垂下色

泽鲜艳、颗粒饱满的一个个草莓。在

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水库片区田园综合

体，有一家别开生面的“空中立体草

莓采摘温室”。游客穿行于大棚内，

可以体验别样的采摘乐趣。

如今，草莓采摘在国内趋向成熟

饱和，在此基础上，不少采摘园开始

以新技术作为亮点，寻求突破。绿沃

川采摘园以玻璃大棚为外部结构，采

用无土水培、立体升降栽培技术，银

色涂装的草莓长栏吊于空中，搭配自

动化精准灌溉系统，营造出一派“未

来科技感”。

先进的种植技术让草莓不仅美味，

而且极具观赏性，采摘时不用弯腰，

站着就能摘到草莓，采摘后即可到休

息区清洗后品尝，其鲜嫩多汁、芳香

花已悄然绽放，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图 / 陈昌礼）
Flowers have been quietly blooming, becoming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spring. 

春花始盛，春林初生。（图 / 陶海峰）
Spring flowers begin to flourish and trees begin to sp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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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春日一抹鲜，享受季节的独宠

春天总那么令人期盼，想来是那惹人的春景、撩人的春色和令人向往的春食。在春

回大地的日子里，时令美食也仿佛极为慷慨，让人们的味蕾蠢蠢欲动，品尝春日的地道“鲜

香”，更像是享受季节给予人们的独宠，那么，青岛人到底爱在春天享受什么美味，快来

打开这份时令菜单，一起过把瘾吧。

Savor the Spring, Enjoy the Season

味 美 又 有 营 养 的 香 椿 也 是 要 注

意 它 的 食 用 方 法， 否 则 也 会 对 身 体

健 康 造 成 影 响， 因 此， 香 椿 要 食 用

前 先 焯 烫 1 分 钟 左 右， 以 去 除 香 椿

中 较 高 含 量 的 硝 酸 盐 和 亚 硝 酸 盐，

另 外， 在 速 冻 储 存 之 前 也 要 焯 水，

焯 烫 之 后， 装 入 封 口 塑 料 袋， 放 在

冰箱速冻格中，即可储存 1 个月以上，

保 持 嫩 绿 和 芳 香 特 色。 当 然， 在 焯

烫 之 后 可 再 腌 制， 能 大 大 减 少 硝 酸

盐含量，也就降低了腌香椿的危险，

但 是 最 安 全 的 做 法 还 是 把 焯 烫 后 的

香 椿 腌 到 一 周 之 后， 待 亚 硝 酸 盐 含

量降低后再食用。

除了香椿，春天的蒲公英也是青

岛人的最爱之一。蒲公英又叫婆婆丁。

它是春天最早的野菜之一，最嫩的是

在开花之前。当它开了花，长出随风

飘散的种子时，便可以挖出来晾干，

做成茶泡水喝，不过也是苦味。对于

蒲公英，青岛人最常见的吃法是凉拌，

洗净焯水，加点辣椒更下饭。当然，

煮过的蒲公英加入到饺子馅儿中，味

道也十分鲜美。实际上，有“草药皇

后”之称的蒲公英具有“天然抗菌药”

之美誉。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蒲公英

具有杀菌和抑菌作用，作为天寒地冻

后的第一批鲜菜，苦中夹杂着的清新

脆爽又让人欲罢不能。

蕨菜别名蕨台、龙头菜，在青岛

人们叫它“拳头菜”，它也是春天经

常出现在餐桌上的时令美食。崂山盛

产拳头菜，营养价值高，有一定滋补

作用，亦可入药，有解毒利尿的功效，

被誉为山中奇珍、山菜之王，是久负

盛名的山菜。6500 万年前，蕨菜曾是

恐龙的主食。蕨菜在中国分布广泛，

但不管什么做法，多多少少会留有一

丝挥之不去的苦涩。中国饮食文化里

的所谓“清新爽口”，也常常伴随这

种令人清醒的愉悦。

蕨菜含有人体所需的丰富的维生

素，具有一定的防癌作用，自古列为

贡品。《本草纲目》 载 :“蕨，处处山

中有之，二、三月生，拳曲如小儿拳，

长则尾开如凤尾，高三、四尺。”近

几年通过外贸出口日本、美国、西欧

等地作为土特名产，成为青岛的拳头

产品之一。蕨菜中含有的原蕨苷，对

人类健康有伤害，焯水能去除部分有

害成分。揉制、挤压水分，同时折断

表皮中的粗纤维，使蕨菜口感脆韧。

蕨菜炒肉、凉拌蕨菜，都是青岛人餐

桌上春天的味道。

春天的“菜”
有着爱的“土”味道

一说到春天的时令菜，就不得不

提到香椿。清明前后，香椿便纷纷出

现在各个市场中，虽说价格偏高，但

仍旧不能阻挡人们对它的喜爱。据悉，

中国人食用香椿的历史已经有 2000 多

年的历史了，明、清时代还曾将香椿

列为贡品。香椿营养价值较高，富含钾、

钙、镁等元素，维生素 B 族的含量在

蔬菜中也是名列前茅。对于食欲不振、

容易上火的人群尤其适宜食用。一些

研究还发现，香椿含有抑制多种致病

菌的成分，以及辅助抗肿瘤、降血脂

和降血糖的成分，多酚类抗氧化成分

也比较丰富。

香椿的宿命大多是和鸡蛋终成眷

属，两个鸡蛋打入碗中，大火炒出，

春天的香味就可以弥漫整个饭桌。新

鲜的香椿芽洗净焯水，再搭配刚出锅

的嫩豆腐，只需要很少的盐就可以激

发出春天的味道。民间有“常食香椿

芽不染病”的说法。中医认为香椿芽

性凉，有开胃健脾、抗衰老、美容的

功效。随着天气渐渐暖和，香椿的叶

子会继续生长，却不能吃了，这也代

表着春天过去了。

肥美的虾虎是青岛春天不可错过的海鲜之一。
Delicious mantis shrimp is the food you cannot miss in the spring of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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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错过的花期
不能错过的美味

春日里的青岛，最不能错过浪漫

的樱花。到了花期，粉嫩的樱花开满

枝头，让原本春光无限的青岛更多了

一份梦幻。4 月的八大关，春风拂过，

散落在漫天的樱花雨，是最浪漫的风

情。樱花的花期虽短，但它开得最热闹，

各大品牌应景推出樱花杯，樱花冰淇

淋、樱花巧克力、樱花酒，让少女心

爆棚，每一种商品都是人们对春天的

向往。新鲜的樱花味道其实是较苦的，

不适宜食用，盐渍是最常见的处理方

式。盐渍樱花的要求很严格，并不是

所有樱花都适合，最常用的是八重樱。

樱花还可以用来做茶，口味和红茶相

近，但透着樱花特有的清香。绿茶中

拌入熏干的樱花叶，会有淡淡的咸味。

说完了樱花，在春日里，青岛人

还不会错过的“花”美食莫过于槐花

了。正所谓：“槐林五月漾琼花，郁

郁芬芳醉万家”，槐花味道清香甘甜，

将其采摘后可以做汤、拌菜、焖饭，

亦可做槐花糕，包饺子，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就是蒸槐花（又名槐花麦饭）,

中国不少地区都有这一习惯，做法很

简单，将洗净的槐花加入面粉拌匀，

再加入精盐等调味料，拌匀后放入笼

屉中蒸熟即可。此外，在制作粥时也

可加入槐花。槐花和肉末小葱做成馅

儿，面皮一包就是槐花包子，和虾仁

快速翻炒，就是清爽可口的槐花炒虾

仁。搭配鸡蛋面粉搅拌均匀，锅中煎

至两面金黄，就是好吃的槐花饼。

事实上，食用槐花可以清肝火，

可舒缓头痛、头胀、目赤、眩晕等。

现代临床亦常用于高血压属肝火偏旺

者，有清肝明目降压之功。可单用煎

汤代茶，或配夏枯草、菊花等同用。

夏天采收槐花和花蕾，然后再晒干后

以开水冲泡代为茶饮用。具有清肝凉

血的功效，比较适用于头晕眼花，烦

躁易怒等症。中医认为，槐花性味是

苦寒的，可以凉血止血、清肝泻火，

一般用于便血、痔血、血痢、崩漏、

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等

症状的患者。

以花入馔，在中国古代已有之，

认为桃花具有美容的神效，是一种非

常古老的信念。在秦朝就有春天酿制

桃花酒的习惯，在北朝，春天以桃花

T h e  a d v e n t  o f  s p r i n g , 
the  a lways  ant ic ipated 
s e a s o n ,  i s  a  l o v e l y 

reminder of the beautiful spring 
scenery.  Another 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must be the longed-for 
spring tastes. During the pleasant 
springtime, in-season foods are so 
generous that they offer nothing 
but goodness. Bright in color, and 

fresh and aromatic in taste, they 
tempt your taste buds and give the 
exclusive season flavor for you to 
savor. The tender leaves of Chinese 
toon, dandelions, cherries, Chinese 
s c h o l a r  t r e e  b l o s s o m ,  m a n t i s 
shrimps, and sandlances...As the 
spring sprouts, explore the spring 
food recipes of Qingdao and enjoy 
the season!

洗面，是女性当中流行的一种风气。

到清代，桃花鱼片羹已经是家喻户晓

的菜肴。

春日的青岛
海鲜仍是主角

进入 4 月，青岛的码头开始忙碌

起来，渔民们提着盛满鱼虾的网兜，

鱼 虾 在 里 面 活 蹦 乱 跳，“ 刚 出 海 就

上 桌”， 这 是 每 个 青 岛 人 独 享 的 春

之鲜。

尽管蛎虾个头不大，但味道极其

鲜美，独得青岛人的宠爱。据了解，

蛎虾只是青岛地区及周围部分城市的

叫法，它的学名叫鸡爪虾、鹰爪虾，

栖息在近海泥沙海底，昼伏夜出，中

国沿海均有分布。据介绍，东海及黄

渤海蛎虾产量尤其多。青岛海域每年

有两个季节能捕捞蛎虾，分别是 4 月

和 10 月。每年 3 月下旬，蛎虾从越冬

的地方洄游产卵，这时候的蛎虾多有

籽，且经过一冬的休养生息更加肥美。

海捕的蛎虾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直

接清蒸就保留了最鲜美的味道。剥出

来虾仁，再搭配韭菜和猪肉馅儿，就

是青岛地道的虾仁水饺。蛎虾是青岛

独有的，作为初春的第一抹鲜，总有

一种特殊的情怀，以其独有的方式，

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

向，不忘昨日的来处。而青岛人对于

保存蛎虾，也有小妙招，将买回来的

蛎虾先别洗，直接放进保鲜盒中加水

没过蛎虾速冻。如果有海水，最好用

海水清洗完后，放进保鲜盒加海水没

过蛎虾速冻。或者，找矿泉水瓶一样

的容器，把蛎虾一个个装进去倒入水

密封好即可。

除了蛎虾，面条鱼也是青岛人的

“心头好”。它的学名为玉筋鱼，半

透明，常潜伏于沙内。分布在中国的

黄渤海区域，因形体酷似山东农家的

面条，在青岛本地俗称“面条鱼”。

青岛海域的面条鱼是随着春天一起来

到青岛的。由于面条鱼离开水容易变

质，因此当天捕捞，当天就到市民的

餐桌。人们钟爱的吃法是将它裹上面

糊，油温 70 度炸至金黄，油炸后表皮

焦酥，内瓤软糯，鱼刺也一起炸酥，

直接吃，鲜美在舌尖散开。韭菜切段

与面条鱼清炒，最大限度保留鲜味，

韭菜清甜中无端跳脱出几分野性，让

人胃口大开。

开春后第一顿海鲜大餐，定不能

少了虾虎的存在。惊蛰过后，天气会

逐渐变暖，在海底“沉睡”了一个冬

天的虾虎，开始慢慢活跃起来，此时

正是捕捉它们的好时候。虾虎学名叫

“虾蛄”，是穴居动物，每一个蝼蛄

虾有一个深达半米的洞穴。这种虾主

要生长在滩涂，肉质晶莹裼透，鲜美

无比，一般头不好吃，带有些许土腥

味。清蒸好的虾虎鲜嫩美味，是男人

们最爱的下酒菜，高温油炸两次的虾

虎，裹上胡椒粉，再来点浓烈的辣椒，

椒盐虾虎也是青岛人最爱的家常菜。

说了这么多属于青岛的春日第一

鲜，总让人感觉美食尽在眼前，趁春

暖花开，去享受一次大自然的馈赠，

满足一下自己的味蕾，会是不错的选

择。真是“年年盼春来，春来醉味蕾，

味蕾享鲜美，鲜美无限回”。

春天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人们会用它制作各种美食来丰富味蕾。
Spring is the season when Chinese scholar trees are in full bloom. It can be made into delicacies, pleasing both people’s eyes and taste buds.

香椿的新鲜上市，说明春天真的来了。
First-of-the-season tender leaves of Chinese toon mark the coming of the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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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航海家郭川

他是第一个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征程的亚洲人；第一个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第一个参加单人帆船跨越英吉利海峡、第一个参加 6.5 米极限帆船赛事、第一个跨大西洋

mini transat 极限帆船赛事、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伟业的中国人；他还是环法

帆船赛并首次夺冠的中国人之一……他是勇者无畏、追梦无悔的中国航海英雄——郭川。

Commemorating Navigator Guo Chuan

术沙龙女生小合唱《星星索》，手风

琴、夏威夷吉他共同演绎的《深深的

海洋》把人们对郭川船长的思念推向

远方…….

郭川爱人肖莉和孩子们在发来的

视频中，吟诵了一首《致港务长》，

表达了对爱人和父亲的思念；中国环

球航海女子第一人宋坤从西沙群岛传

来了视频；刚刚完成双体帆船环球航

行的青岛籍独臂帆船运动员徐京坤、

郭川的校友唐海、青岛日报原体育记

者孙飞、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友会代

表李林在现场接受了采访，纷纷表达

时间回到 2016 年 10 月，郭川再

次驾驶帆船将横跨太平洋，这次的目的

地是中国上海。只要郭川能够顺利抵达

目的地，他将再次创造一项新的世界

纪录——单人不间断跨越太平洋航行。

然而，在航行至夏威夷西约 900 千米海

域时，郭川与岸上团队在通话后失去联

系……时隔多年，人们似乎仍然期盼着

一个奇迹的发生：这名挑战大海的勇士，

在某一天会驾驶一艘独木舟满载一船星

辉，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4 月 5 日晚，由青岛市帆船帆板

（艇）运动协会、青岛航海文化研究

会、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青岛市

新媒体协会主办的“倾听 怀想 永远的

船长——追忆航海家郭川创 40 英尺级

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返

航青岛母港八周年”活动在青岛奥帆

中心媒体中心举隆重行。

在 活 动 现 场 播 放 的《 奥 德 赛 之

旅》纪录片中，郭川的声音回荡在我

们的耳边，“我行，我能，我一定能，

能回来的地方是故乡，没有远方，只

有故乡，相信我一定回来，明年春天

见。”2013 年 4 月 5 日，再完成单人

不间断环球航行后，他凯旋的身影似

乎还历历在目。

当晚的纪念活动上，由青岛作者

刘津、千鹤、郑海平带来的原创诗歌

作品《致郭川》《诗和远方》《太难》

娓娓道来；由程海清、姜世奎的原创

歌曲《帆的故乡》致敬郭川的那份赤

子之心。

而此前郭川特别喜爱并朗诵过的

《海，海和海》由张晋青再度演绎，“当

一个又一个的波涛，在我的身上撞碎，

那显然是母亲在把我呼唤。”仿佛是

郭川在亲口诉说。

此外，由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

青岛航海文化研究会、白衬衫朗诵社

艺术家们吟诵的《致大海》《船》等

诗歌作品；青岛二中 71 届同学会艺

了对郭川及其航海精神的思念与崇敬。

在郭川失联之后，为郭川事迹创作了

首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山东作家协会原

会长、青岛航海文化研究会会长许晨

先生也出席了活动。

纪念活动在全场合唱《Sailing》中

落下帷幕。时光一晃而过，距离郭川

失联已经 4 年有余。郑海平在《致郭川》

里写道，“我知道你回到了母亲的臂弯，

放下一路的颠沛与疲惫，任轻柔的波

涛，摇着属于你的幸福。”但他的航

海精神仍留在这片土地、这片大海之

上，久久流传。

勇者无畏、追梦无悔的中国航海英雄——郭川。
Guo Chuan, a brave Chinese maritime hero who pursues dreams without regret.

“倾听 怀想 永远的船长——追忆航海家郭川创 40 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返航青岛母港八
周年”活动在青岛奥帆中心媒体中心举隆重行。

The ceremony of “Commemorating the Captain—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Guo Chuan’s Return 
to Qingdao Home Port for Sett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40-Foot Solo Non-stop Round-the-World 
Sailing” was held at the Media Center of the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O n  t h e  n i g h t  o f  A p r i l 
5 th ,  the  ce remony  o f 
“ C o m m e m o r a t i n g  t h e 

Captain—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Guo Chuan’s Return to Qingdao 
Home Port for Sett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40-Foot Solo Non-stop 
Round-the-World Sailing”, hosted 

by Qingdao Yachting Association, 
Q i n g d a o  N a v i g a t i o n  C u l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Q i n g d a o 
R e a d i n g  A r t i s t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n d  Q i n g d a o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Newmedia, was held at the Media 
Center of the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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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体育新作为，扩大体育影响力。积极

参与“15 个攻势”，创办了青岛马拉

松、海上马拉松、“远东杯”帆船拉力

赛等一批品牌赛事，举办了世界桨板锦

标赛、世界柔道大师赛、全国游泳冠军

赛等一批重大赛事，各区市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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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杯”世界青

少年足球赛、莱西继续组织世界休闲体

育大会、胶州围绕上合示范区组织马拉

松赛，有力宣传了城市形象，为城市增

添了新的时尚元素，在国际时尚城建设

中彰显了体育力量。在 2018 年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

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

只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这

是对青岛体育的充分肯定和最大褒奖。

2019年黄海青港队夺得中甲联赛冠军，

青岛足球时隔 6 年重返中超；成功申办

2023 年亚洲杯，提升了足球之城美誉

度。原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

记王清宪对青岛体育工作多次批示肯

定，指出“青岛体育，大有可为”。

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议还

个。每年举办市级大型全民健身活动

60 余项，区（市）级活动 300 余项，

社区级活动 1000 余项，直接参与群众

近 500 万人次。2018 年全国群众体育

现场会在青岛召开，2019 年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苟仲文在考察时指出“青岛做

法”值得推广。

这 5 年，强化训练，夯实基础，

竞技体育提高了综合实力，持续保持领

先优势。5 年来，青岛籍运动员共获得

全国级以上金牌 535 枚，2016 年里约

奥运会获得 1 金 1 银 1 铜；2017 年第

13 届全运会、2019 年第 2 届青运会，

金牌数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第

24 届省运动会，青岛包揽全部 7 项第一。

这 5 年，青岛培育市场、拉动消费，体

育产业助力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初步形成了以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

业、体育用品业、体育彩票业等为主要

内容的体育产业体系。创建国家体育产

业基地 5 个，省级体育产业基地 9 个。

全市体育及相关产业总产出从 469.72

亿元上升到 628 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

占全市 GDP 比重从 1.6% 上升至 2.12%。

这 5 年，围绕中心，积极参与国

际时尚城攻势，打造时尚体育品牌，展

今年青岛体育将从群众体育要突

出“提档升级”，竞技体育要突出“全

力备战”，体育产业要突出“项目落地”，

时尚体育要突出“创新突破”，安全工

作要突出“守住底线”，自身建设要突

出“党建统领”方面展开落实。根据《青

岛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青岛市体育局确立了建设全

球知名体育城市、国家体育中心城市的

远景目标，体育势必成为青岛新一轮发

展中引人注目的热点。

回望“十三五”亮出成绩单
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议指

出，“十三五”时期，在中共青岛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岛体育系统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全面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青岛建

设，较好地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任务。5 年来，体育逐渐走进城市

舞台中央、走入百姓心间、迈向新的高

度，体育在全面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中的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日益凸显，谱写了浓墨重彩的阶

段性发展篇章。

这 5 年，体育逐渐走进城市舞台

中央、走入百姓心间、迈向新的高度，

体育在全面建设“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中的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日益凸显，谱写了浓墨重彩的

发展新篇章。这 5 年，大力建设全民健

身设施，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初步

建成具有青岛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连续 5 年把全民健身工程建设

纳入市办实事，全市各类健身设施由

8040 处增加到 1 万余处，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由 2.5 平方米增加到 3.29 平方米，

基本实现了主城区“8 分钟健身圈”和

农村健身工程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人数由 2.1 增加到 2.9，全

民健身辅导站点由 4720 个增加到 5200

青岛体育积极参与十五大攻势，创办了青岛马拉松、海上马拉松、“远东杯”帆船拉力赛等一批品牌赛事。
Sports play an active part in the 15 focal areas of development in Qingdao.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events are held, such as Qingdao Marathon, Qingdao Bay Bridge 
Marathon and the “Fareast Cup” International Regatta.

5 年来，青岛籍运动员共获得全国级以上金牌 535 枚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thletes from Qingdao have won 535 gold medals at or above the national level.

文 /张文萱

2021 青岛剑指“全球知名体育城市”

日前，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在青岛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开。青岛市体育局

领导，各区市教育和体育局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体育 ( 发展 ) 中心主任、体育科科

长，体育社会监督员、体育作风监督员代表等出席。会议传达了 2021 年全国、全省体育

局长会议精神，市南区、市北区、即墨区、胶州市依次介绍了工作经验，李沧区、崂山区、

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平度市、莱西市汇报了工作思路。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体育总会主席车景华作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十三五”和 2020 年全市体育工作，部

署了 2021 年体育工作任务。

Qingdao Shoots for a “World-famous Sports City” in 2021



时尚·动感青岛 ashion 
Dynamic QingdaoF

062
SAILING CITY

063
SAILING CITY

The 2021 Qingdao Municipal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S p o r t s 
was convened in March 

at Qingdao Municipal Conference 
Center. The conference summarized 
the work on sport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year 
2020 of the whole city, and deployed 
tasks on sports in 2021. 

This year, Qingdao’s work on 
sport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fo l lowing aspects :  mass  sports 
highlights “upgrading to a new 
level”, competitive sports focuses 
on “making full efforts to prepare”, 
the sports industry emphasizes 
“implementing projects”, fashion 

spor t s  centers  on  “ innovat ing 
for breakthroughs”, safety work 
stresses “holding the bottom line”, 
and sports construction underlines 
“led and guided by Party building”.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Q i n g d a o 
Municipal 14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 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Qingdao 
Municipal Bureau of Sports has 
set the long-term goal of building 
Qingdao into a world-famous sports 
city and a national sports center 
city. Sports is bound to become a 
highlight in Qingdao’s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

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瞄准建设全球知名

体育城市、国家体育中心城市目标，聚

力体育强市、健康青岛建设和国际时尚

城建设任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开放创新改革，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奋力推动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2021 年全市体

育工作会议部署了 2021 年全市体育工

作，重点从 6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强调群众体育要突出“提档升级”。

要做好顶层设计新文章，科学编制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全民健身

设施建设补短板 5 年行动计划，区市协

同推动落实。要探索设施建设新路子，

集中财力建设智慧体育公园、多功能运

动场、社区健身健康中心，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体育设施建设，解决群众就近就

便健身难题。要用好居家健身新阵地，

让线上健身、居家健身成为全民健身新

阵地、新模式、新时尚。要打造社区体

育新品牌，创新推出“跑遍青岛”大型

主题活动和社区运动会两大品牌项目，

把群众体育送到基层、送到社区、送

到市民身边。要扩展体医融合新领域，

积极申办省体医融合试点，组建体医融

合科学健身专家志愿讲师团，开展面向

广大市民的体质检测和“治未病”运

动康复服务。要激发体育组织新活力，

建立健全市、区两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引导体育俱乐部积极参与运动项目

市场化推广，组建健康大使联盟、草根

跑团联盟，彰显社会活力。要建好用好

智慧体育新平台，通过全民健身公共积

分、运动银行，开辟全民健身新阵地，

培育体育消费新理念，推进体育产品和

服务数字化、网络化。

强调竞技体育要突出“全力备战”。

要向训练要成绩，高标准抓好冬训、夏

训和日常训练，着力解决训练中遇到的

困难、发现的问题，努力改善训练条件，

优化训练环境，毫不放松加强反兴奋剂

工作，优质高效完成备战任务。要向队

伍建设要成效，铸造基础硬、体能强、

技术精、能拔尖的运动员队伍，有能力、

有办法、有冲劲、能拿牌的教练员队伍，

甘于奉献、善于管理、拼搏进取的管理

团队。要向第 5 届市运会要人才，认真

组织办赛参赛工作，将其作为选拔优秀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要向体

教融合要成果，找准突破口，选准创新

点，抓好工作落实。

强调体育产业要突出“项目落地”。

要强化重点项目招引落地，充分利用好

产业协会、市级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

积极发挥“招商大使”“项目顾问”以

及市区联动协作机制作用，再引进一批

新的项目进来。要把体育消费试点任务

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试点城市建设

方案，明确试点工作举措、试点目标、

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逐项抓好落实，

形成若干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

的典型经验。要发挥体育消费的拉动作

用，继续开展“你健身，我买单”消费

券派送等活动，精心组织“金牌”健身

教练进机关、企业、社区，积极培育帆

船、水上摩托艇、潜水等涉体海上旅游，

借助北京冬奥会带动冰雪旅游，扎实做

好体育彩票销售工作。

强调时尚体育要突出“创新突破”。

要持续打造“帆船之都”，坚持创新办

赛，精心策划首届青澳国际帆船拉力

赛，加强与世界帆联、中国帆协的沟通

协作，争取支持，申办、举办更多的帆

船赛事；强化督查督导，推动帆船事业

和“帆船之都”品牌发展 10 年规划落实；

持续组织全民帆船体验活动，扩大城市

帆船人口，厚植城市帆船文化，让“帆

船之都”真正名副其实。要继续推进足

球振兴，稳步推进亚洲杯筹办，加大足

球职业联赛新赛季支持力度，支持青岛

足球俱乐部在中超站稳脚跟；广泛开展

青岛城市联赛、足协杯赛、中老年足球

赛等群众性足球赛事，不断丰富群众足

球氛围。要着力打造品牌赛事，办好中

国女篮国际挑战赛、CBA 全明星周末、

全国游泳冠军赛、全国击剑冠军赛 ( 第

三站 )、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国短

道速滑联赛、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等国

际国内重大赛事。高水平办好青岛马拉

松、海上马拉松、崂山 100 公里国际山

地越野挑战赛等自主品牌赛事。

强调安全工作要突出“守住底线”。

要抓好生产安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区市形成有效联动机制，督导

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企业落实安全责

任，形成全员抓安全的良好局面。要确

保疫情防控安全，抓好人员管控、单位

管理，落实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好体育公共服务人员核酸检测要求，

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应检尽检。要强化

训练安全，严格训练枪弹管理，加强运

动员日常管理，周密组织日常训练和比

赛，确保人身安全。

强调自身建设要突出“党建统领”。

要深化党的理论武装，持续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常

态化、制度化，精心组织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同办人民满意体育结合起来，让

党旗在体育阵地高高飘扬。要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以“支部建在队上”为突破，

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创新

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违纪问题，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现象，净化体育政治生态。要

强化干部队伍建设，面对体育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着力提高应变能力、攻坚

能力、落实能力、创新能力、专业能力。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新征程呼唤

新作为。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

议号召，全市体育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上来，

在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坚定信心决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

全球知名体育城市和国家体育中心城

市新篇章，为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

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贡献体育力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本文图片由青岛市体育局提供）

强调，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冲击，青岛体育系统反应

迅速、行动坚决，统筹疫情防控和体育

复苏，取得了明显成效，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青岛市体育局首次被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 2020 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

贡献奖。会议从“党建工作得到加强，

发挥引领力”“群众体育以变应变，开

创新局面”“竞技体育捷报频传，取得

新突破”“体育产业强力复苏，跑出加

速度”“时尚体育创新发展，打造隆起

地”5 个方面全面总结了 2020 年体育

工作。

奋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东

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的决胜之年，是

北京冬奥会、第 25 届省运会的冲刺之

年，体育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对当前

体育发展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判断与分

析。并指出，要准确研判体育发展面临

的形势与任务、机遇与挑战，把握新阶

段、贯彻新理念、融入新格局，促进体

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会议要

求，一要在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中研判

青岛体育的新形势。要看到中央对体育

有新定位、国家对体育有新要求、人民

对体育有新期望，充分认清市领导对体

育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充满

期待，抢抓发展机遇。二要在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中彰显青岛体育的新作为。

要充分认清创新是体育发展的不竭动

力、协调是体育发展的内生特点、绿色

是体育发展的最大优势、开放是体育发

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体育发展的根本

目的，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

难题。三要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发

挥青岛体育的新优势。要借力青岛内外

双循环“双节点”的机遇，借力青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2021 年，青岛全市体育工作要坚

5 年来，青岛体育积极参与国际时尚城攻势，打造时尚体育品牌，展示体育新作为，扩大体育影响力。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ports in Qingdao have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ashion cit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build a fashion sports brand, break new ground in this area, and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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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人、政府共同做大原创赛事“大

蛋糕”。世界帆联多次表示青岛已成

为 2008 奥帆赛后引进国际赛事最多的

亚洲城市之一，成为亚洲帆船运动领

军城市。

活力十足的国内外顶尖赛事、丰

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健康休闲的

帆船运动，“帆船之都”品牌成为挖

掘青岛时尚元素、引领市民时尚意识、

创新青岛时尚生活、打造城市时尚品

牌的平台阵地，更日渐成为展现青岛

国际化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2018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欢迎宴会上向全球推介青岛：青

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同年 9

月，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国家

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原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五国领导人共同见

证“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获颁“最

进入“后奥运时代”，深化“帆

船之都”城市品牌综合拉动效应，成

为这座海滨城市的主旋律。青岛相继

引进了诸多国际知名赛事，例如，沃

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国际极限帆船系列赛、世界杯帆船赛

等国际顶级赛事，与自主创办的品牌

赛事——“市长杯”青岛国际帆船赛、

城市俱乐部国际帆船赛、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暨帆船赛、“远东杯”国际帆

船拉力赛、国际名校帆船赛（中国青

岛）、“上山下海”青岛企业联赛、

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沿海城市帆船

赛、“琅琊杯”帆船赛、“青岛—深圳”

双城帆船赛等一大批赛事齐头并进。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搭建的国际化推

广平台，越来越多的社会自主品牌赛

事搭上“帆船之都”顺风车，民间资

本成为激发帆船赛事活力的“新动能”，

因为，这里不仅有“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城市风貌，也有“中西

合璧、古今交融”的人文特色。从满

载记忆的里院到鳞次栉比的高楼，从

鸥鸟翔集千帆点点的白昼到光影变幻

五彩缤纷的夜色，从游人如织的热闹

景点到恬适静雅的书屋……山青水碧、

城海相依的青岛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

的魅力。

时间回到 2001 年，借承办奥帆赛、

残奥帆赛的机遇，中共青岛市委、市

政府提出了打造中国“帆船之都”的

战略决策。2008 奥帆赛、残奥帆赛成

为青岛打开帆船世界的钥匙，留下了

宝贵的奥运财富：中国帆船帆板竞技

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奥

帆中心成为城市标志性景观，奥运文

化与城市形象有机结合，形成了“帆

船之都”城市品牌的传承。

作为一项全民参与型的帆船赛事，中国家庭帆船赛经过 3 年的持续培育，已经培养了许多帆船运动参与者。
After 3 years of development, this sailing event for all has trained many sailing participants.

文 /韩海燕   图 /孙宝金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享受家庭互动时光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

是音乐、可以是体育、可以是建筑，亦或是园艺、民俗，只要它们能在城市意识中激起涟漪，

只要它们能存身于城市的记忆之中。不可否认，青岛是一座在“迎来送往”中不断丰富和

生动的城市，每年都有诸多盛会、赛事在这里激情“上演”。而一场场盛会、一届届赛事

的成功举办都在细微处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命运，让她愈发迷人。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s, Enjoying Family Time Together

——2021 中国家庭帆船赛将“再登”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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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c e n t l y ,  t h e  C h i n e s e 
Y a c h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f i c i a l l y  r e l ea sed  the 

schedule of 2021 China Family 
Sailing Race. The event will hold 
22 races in 18 cit ies from May 

to October, including Wanning, 
Yueyang, Wuhan, Huangshi, Ningbo, 
Hangzhou ,  Ta i zhou ,  Q ingdao , 
Tianjin, Weihai, Jinan, Qinhuangdao, 
S h a n g h a i ,  S u z h o u ,  C h a n g s h u , 
Jiujiang, Dongshan, and Shenzhen.

活动，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这其中，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

会创办，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全国性赛

事——中国家庭帆船赛已 3 次扬帆青岛。

近日，中国帆船帆板协会再次传

来好消息，正式公布了 2021 中国家庭

帆船赛赛历。该赛事将于 5 月至 10 月

分别在万宁、岳阳、武汉、黄石、宁波、

杭州、台州、青岛、天津、威海、济南、

秦皇岛、上海、苏州、常熟、九江、东山、

深圳 18 座城市举办 22 站比赛。据了解，

为做好 2021 中国家庭帆船赛的组织筹

备工作，中国帆船帆板协会于 2020 年

12 月向全国公开征集申办城市，申办

工作得到了全国 20 余座滨水城市、30

多家申办单位的积极响应。经考察评

估，最终确定在上述 18 座城市举办 22

站比赛。

而这项全民参与型的帆船赛事经

过 3 年的持续培育，已经培养了诸多

帆船运动参与者，让帆船这项看起来

“高大上”的运动走进了寻常家庭。

创办至今，赛事已在 15 座城市举办

28 站比赛，从滨海到内陆湖河，都

留下了帆船爱好者足迹。赛事因参赛

费 用 门 槛 低、 技 术 门 槛 低、 危 险 性

低、赛事品质高、亲情纽带作用等特

点得到了众多家庭的积极参与和广泛

好评，截至目前已让 3000 多个家庭

直 接 参 与 赛 事。 其“ 助 力 俱 乐 部 发

展”与“为城市发展赋能”的功能也

让赛事得到众多俱乐部与滨水城市的

青睐。与以往相比，今年的中国家庭

帆船赛又有很多新的亮点。一是赛事

组织将更加专业和规范，今年中帆协

计划将于赛季开始前对各站承办单位

运营管理者在赛事商务与媒体等管理

方面进行培训并将依托中帆协小帆船

培训体系对各承办俱乐部教练员进行

培训，使教练员在培训参赛选手时更

加规范安全；二是有更多内湖城市加

入，今年有半数赛事在内湖举办，将

方便更多的市民观赏赛事，内陆城市

的活力也将被帆船点亮，这也再次验

证了帆船不是海滨城市的“专利”，

其中，浙江台州、湖北黄石等城市均

为第一次举办家庭帆船赛；三是对赛

事进行升级包装，将打造一个全新赛

事形象。每站赛事奖牌将结合举办地

城市特色进行特别设计，比赛船只也

将进行个性化装饰。在已经公布的奖

牌设计方案中可以看到，每个城市的

奖牌在保持主题视觉一致的情况下，

都有不同的特色设计加入，让奖牌更

具城市特色。例如，天津的奖牌后面

加入了具有代表性的“天津之眼”的

设计元素，让奖牌具有了收藏价值；

四是活动更加丰富，多元的活动将给

参赛选手带来更好的参赛体验。今年

各站赛事内容将搭载户外露营、沙滩

音乐会、家帆赛美食节等呈现更加多

样的玩法，继续引领中国家庭休闲运

动风尚。

未来，通过这项面向中国千万家

庭，以传播海洋文化、与家人共享航

海乐趣为目的，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享受亲子互动时光的大型群众性航海

赛事，将进一步加强青岛与国内其他

沿海城市加强交流互动，让“帆船之都”

城市品牌效应聚合更多社会品牌力量，

让时尚的体育基因，聚集更多社会品

牌，创造出更加开放的合作平台。

在过去，帆船帆板运动曾被称为

“水上贵族运动”。因为，相对于其

它水上运动，从事帆船运动不仅需要

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还要精湛熟练

的操作技巧。因此，普通人很少会选

择帆船、帆板作为娱乐项目，在人们

的眼中，它遥不可及。2008 年奥帆赛、

残奥帆赛犹如一股劲风，将奥运的种

子吹洒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后奥运

时代”的青岛掀起了一股帆船热潮。

帆船运动开始展示它“亲民”的一面。

每年青岛举行的各种大型帆船赛事，

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可以参

与其中，帆船运动逐渐走进了普通人

的生活。

从 2006 年 开 始 每 年 举 办 一 届 的

“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以及 2010 年

开展的“欢迎来航海”活动给更多的

青少年和帆船爱好者创造了扬帆起航

的机会。然而，帆船运动之所以能够

得到人们的喜爱，并在青岛得到推广，

归根结底，还是这项运动在探索自然、

驾驭风浪、无畏拼搏中所诠释的一种

精神。作为竞技运动，帆船比赛是速

度和力量的较量，也是技艺和意志的

比拼，它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项休闲

运动，帆船运动则诠释了回归自然、

亲近大海，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它所代表的精神与青岛诚信、

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融为一体，

成为青岛城市精神的拓展。

风光旖旎的海岸线、碧蓝透亮的

海水，美丽的浮山湾畔，帆船与云影

齐飞，充满帆船航海梦想的人们时常

齐聚在这里，共同描绘着一幅千帆竞

发的美景。奥帆中心成为青岛最繁华

的聚集地，站在千帆林立的码头上，

可以将浮山湾畔的美景尽收眼底。桅

樯林立，白帆点点，摩托艇、橡皮艇

呼啸而过，蓝天白云、海水蔚蓝而安

静，白帆点点在碧海蓝天间纵横驰骋，

整个景象犹如一幅油画，美不胜收。

这就是“帆船之都”给人最直观的视

觉印象。今天，海还是那片海，帆依

旧是那面帆，穿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的奥帆中心，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诉

说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生长在这座

海滨之城的人们又是何其幸运，伴着

大海的呼吸成长。浮山湾畔中的点点

白帆与蓝天白云交融，如今，“帆船

之都”承载着一座城市的青春与梦想，

正在扬帆起航。

佳赛事组织奖”。

在这一过程中，青岛更是培养了

一批中国乃至世界帆船运动的领军人

才。郭川作为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

创立了 40 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

球航行世界纪录和无动力帆船首次穿

越北冰洋等世界纪录，成为世界航海

界的传奇英雄；宋坤成为中国女子环

球船航海第一人；徐京坤屡创残疾人

单人环大西洋和世界帆船赛冠军，成

为中国残疾人双体帆船环球航行第一

人……

在此基础上，青岛要做的是，更

好地普及帆船运动，让帆船从小众走

向大众。于是，我们看到，2006 年，

青岛启动了“帆船运动进校园”青少

年帆船普及活动，相继建立了 100 余

所帆船特色学校和 30 余所帆船特色示

范学校，累计培训万余名青少年。其中，

有近 1 万名青少年获得和晋升基本能

力等级证书。2007 年，国家体育总局

授予青岛“中国青少年帆船运动推广

普及示范城市”。世界帆联认为青岛

推广帆船运动的做法，可以在整个亚

洲推广，以此推动帆船运动在亚洲的

兴盛和流行。此外，青岛国际 OP 帆船

训练营暨帆船赛先后吸引了几十余个

国家、地区的千余名小运动员参加。

为加强青少年帆船国际交流，青岛先

后选派数百名教练员和青少年运动员

赴德国基尔、法国布雷斯特、新加坡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赛事培训交流

创办至今，中国家庭帆船赛已在 15 座城市举办 28 站比赛，从滨海到内陆湖河，都留下了帆船爱好者足迹。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event has held 28 races in 15 cities, from coastal areas to inland lakes and rivers, leaving behind the footprint of sailing enthusi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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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由青岛市消保委、青岛

市市场监管局和市商务局联合发起“青

岛好礼”特色产品评测活动，经过多

轮评测，玉容小主福泽长青崂山绿石

丝巾成功入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青

岛好礼”。玉容小主品牌以“惜物，知道，

小美”为理念，将崂山绿石元素融入

丝巾设计，希望这款丝巾承载青岛的

祝福，传递青岛的情谊，同时能走出

青岛、走向世界，让更多人感受青岛

之美。  

带不走的风景 带的走的情怀
一条细腻精致的丝巾，搭配崂山

绿石的细节，色彩清新，风格独特。

每每看到福泽长青，它淡雅的模样仿

佛崂山山景一般，让人静心静气。这

款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的开发团队

从事旅游行业 20 多年，对于旅游市场

的敏锐触感，让他们感觉必须要设计

出一款极具青岛特色的伴手礼，以迎

合市场的需求，彰显青岛风采，对此，

玉容小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邓

祯说：“我们一直想设计一款具有青

岛特质且让游客方便携带的伴手礼，

正好我们品牌创始人的好朋友从国外

带回来一条丝巾，上面是手绘的美国

大都会，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

款丝巾设计感十足的同时，实用性也

很强，所以，我们当时决定选用丝巾

这种形式。”

一款伴手礼的成功与否，不仅取

决于它的创意，更取决于在贴近青岛

城市本身的同时带来的浓郁情怀色彩。

谈及这款丝巾的创意来源，邓祯表示，

之所以会选用崂山绿石的设计元素，

是因为崂山绿石源于崂山，而崂山是

青岛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用它来

体现青岛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创意

的来源也是因为我们品牌创始人的父

亲是一位奇石收藏者，从小受其影响，

他对各种奇石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精致的包装和精美的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让人们不得不爱上崂山、记住青岛。
The exquisite Good Fortune Changqing Laoshan Green Stone Silk Scarf and its elegant packaging make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Laoshan and Qingdao.

文 /魏浩浩

一丝“长青”留在手 仿若人在画中游

古语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作为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崂山有着“海上第一名山”

之称。每一个走进崂山的人，穿过灵秀的山体、丛生的草木，在山峰至高处，俯瞰浪涌澎湃，

倾听万卷海潮。而崂山绿石作为独具青岛特点、崂山特色的产物，有着“海底玉”之称，其

色泽静穆古雅，深沉谧静，有着悠久的历史。当这一切元素集合于一条精美的丝巾上时，便

是写下了青岛的名字。不得不感慨，美物不单可以赏玩，更可成为穿搭好物，这便是第一次

见到玉容小主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所发出的赞叹。

An “Evergreen” Silk Scarf, A Beautiful Painting

在他众多的藏品中，有一块崂山绿石

色泽和线条就像是崂山的缩影。这也

契合了我们最初对于设计伴手礼的初

衷，便选用崂山绿石的元素来做这款

产品。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经过反

复打磨，从最初的创意构思到最后形

成成品，花了近 2 年多的时间。我们

的想法是，让这款产品传递一种情怀，

人们带不走青岛的美景，但是可以带

走这款崂山绿石福泽长青丝巾，从丝

巾 中 感 受 到 崂 山 的 美 景， 青 岛 的 风

采！”邓祯说道。

用高端品质展青岛特色
据 了 解， 玉 蓉 小 主 品 牌 创 立 于

2016 年，在产品创意上不断追求卓越，

独辟蹊径，取镜绿石、戈壁玛瑙石自

然精神，用中国传统缫丝艺术结合青

岛制造理念打造了福泽·长青、长平、

长远、长荣系列。在风格上，大胆创新，

备受人们喜爱。除了丝巾产品之外，

玉蓉小主还有青岛传统中式面点及伴

手礼等中式多元化产品。 

一说到伴手礼，仿佛比普通的礼

品更多了一层含义，它是一座城市的

缩影，更是一次让人铭记于心的信物，

这样说来，在开发伴手礼时，更多了

一份责任。在这款丝巾中，我们看到

有对崂山绿石较为完整的体现，将这

样极具青岛特色的符号与文创产品相

结合，在创意方面的优劣势仿佛成了

一把双刃剑，对此，邓祯也十分赞同。

她说：“我们此次选用的崂山绿石图

样最为困难的在于生产制作方面，首

先是色彩的呈现，同时又有这款绿石

本身的图案，在制作时，如何将崂山

绿石的形与色呈现出来，这一点极为

重要，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团队走访

了江浙地区众多工厂，最终选用了全

国技术最好的工厂，同时它也是爱马

仕丝巾的代工厂，用顶级重磅桑蚕丝，

根据我们东方人的身型比例，不断调

整丝巾的宽幅和长度，经过反复实验，

以达到最佳使用效果。这款丝巾除了

可以穿戴，也可以作为家居美陈。同时，

我们关注每一个细节，在产品包装上，

也进行了多次调整。最终在外包装盒

上，还原丝巾的肌理与颜色，在内包

装盒上，选用安徽宣州的宣纸，除了

保留古朴韵味外，还用文字阐述了丝

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十分精美。
The Good Fortune Changqing Laoshan Green Stone Silk Scarf is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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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与崂山、与崂山绿石之间的层层关

联及涵义。里外呼应，一目了然。当然，

利用这样的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好处在

于，最终呈现出来的产品直接明了，

一看就知道是青岛崂山，是属于青岛

的独有丰盈，会让人印象深刻。”

对于好的伴手礼产品，在邓祯看

来最为重要的一是要具有当地文化特

质，二是时尚且实用性强、便携。对

于福泽长青崂山绿石丝巾这些特点都

已具备，人们拥有它，既可以穿上身，

又可以让它成为美化房间的装饰品，

可谓一举多得。当被问及这款丝巾的

定价和制作周期时，邓祯坦言，这款

产品的价格为 699 元，相较其他类型

的伴手礼来说，价格定位是偏中高端

的。而选购这款产品的客户群体也多

为企业采购和个人选购当青岛伴手礼

来馈赠亲人朋友及客户。

福泽长青成功入选“青岛好礼”
在此次竞争激烈的“青岛好礼”

评选中，玉容小主福泽长青崂山绿石

丝巾以其完美的创意和优秀的品质脱

颖而出，成功入选了 2020 年度“青

岛好礼”。对于入选，邓祯表示，很

高兴也很荣幸。“我觉得这次‘青岛

好礼’的评选给了青岛特色伴手礼一

次非常好的展示机会。通过这次活动

所搭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

们的产品，并且获得了很多的认可，

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做出更多元化的青

岛特色产品。”

在参与此次评选之前，玉容小主

品牌主要销售渠道是线下订单，大多

通过专卖店或者企业下单的形式销售

产品，现如今，除了线下销售，他们

目前正在搭建线上销售渠道，打造青

岛形象店等，利用互联网平台，让更

多人能够接触到品牌的产品，了解品

牌背景和文化。

青岛是一座知名的海滨城市，其

旅游业的发展与带动，让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品牌对于伴手礼的开发跃跃欲

试，对于未来的发展，邓祯也表示，

玉容小主品牌始终会一步一个脚印地

稳步向前，延续他们品牌的理念与特

色，以企业和品牌为主体，当好青岛

的主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城市宣传者。

“我们计划每年推出 2 至 4 种青岛特

色产品，并且通过线上线下、产品跨

界的销售方式，来拓展我们的销售及

应用方式。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玉

蓉小主的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

欢上青岛。”

一点碧意，犹在画中，游在青青

之岛。这浓浓的寓意是福泽长青崂山

绿石丝巾所独有的青岛情怀。游山、

福泽系列丝巾不仅可以成为穿搭好物，还可以变成家居装饰品。（组图）
The silk scarves of the Good Fortune series cannot only be an item to wear, but also become home decorations.

As the  o ld  say ing  goes : 
“Although Mount Tai is 
superior in height, it is 

not as beautiful as Mount Lao beside 
the East China Sea.” As the highest 
mountain along China’s coastline, 
Mount Lao is praised as the “First 
Famous Mountain” over the sea. 
Laoshan green stone, known as the 
“Jade in the Ocean”, enjoys a long 
history. Featured with Qingdao and 
Mount Lao characteristics, it looks 
solemn and elegant, shining a classic 
and tranquil beauty. When all the 
Mount Lao elements roll into one and 
appear in a fine silk scarf, one will be 
deeply amazed that beauty can be not 
only admired, but also put on. That 
is the Yurongxiaozhu Good Fortune 
Changqing (Evergreen) Laoshan Green 
Stone Silk Scarf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ilk Scarf).

In 2020, the Silk Scarf,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evaluation,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Qingdao Goodies” in the 
“Qingdao Goodies” featured products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activity 
jointly initiated by Qingdao Consumer 
Protection Association, Qingdao 
Municipal Market Regulation Bureau 
and Municipal Commerce Bureau.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herishing, 
Learning, Modest”, the Yurongxiaozhu 
brand incorporates the features of 
Laoshan green stone into the design 
of the Silk Scarf. Yurongxiaozhu 
hopes the Silk Scarf can carry the 
blessing and friendship of Qingdao 
and pass them on to the world, thus 
the beauty of Qingdao can be felt by 
more people. 

观海……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两千多

年的崂山，文脉传承贯古今。如今，

捧卷流连，画在锦之上。玉蓉小主所

打造的福泽长青，则是青岛这座城市

给予人们最美好的祝福。   

（本文图片由青岛玉容小主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提供）

2020 年“青岛好礼”特色产品名录

崂山白花蛇草水（罐装）（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百年之旅礼盒（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指间大象”草编手提包（青岛瑞龙工艺品厂）

万里江 70g*2 红茶绿茶组合装（青岛万里江茶业有限公司）

船歌鱼水饺鲜冻礼盒（青岛船歌飞扬饮食有限公司）

“福喜连年”十五年陈酿（山东即墨妙府老酒有限公司）

海滨“老丈鲅鱼”牌鱼味道（青岛海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记忆·周钦公流亭猪蹄礼盒（青岛鑫复盛餐饮有限公司）

琅琊台 70 度原酒四时版（青岛琅琊台集团）

青青侠“爱青岛”玩偶（青岛领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东庄园窖藏双支礼盒（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青岛十景螺钿看盘（山东奥美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岛城知味·“老三样”点心礼盒（青岛福冈工贸有限公司）

“百年老滋味”郑庄脂渣礼盒（青岛市郑庄脂渣食品有限公司）

晓阳春啤酒花茶（青岛晓阳工贸有限公司）

海尔除螨仪 深度除螨 无所“线”制（青岛乐家电器有限公司）

北洋烤鱼片礼盒（青岛市北洋食品有限公司）

福泽·长青丝巾伴手礼（青岛玉蓉小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百年工艺鲁味珍品香酥鸡（青岛春和楼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恒尼海藻抗菌内衣礼盒（可定制）（恒尼智造（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小主品牌利用中国传统缫丝艺术结合“青岛制造”理念打造了福泽·长青、长平、长远、
长荣系列产品。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Made in Qingdao”, the Yurongxiaozhu brand u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ilk reeling techniques to develop different branches of products 
of the Good Fortune series, including Changqing, Changping, Changyuan, and 
Cha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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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刘明元

春花绽放是浪漫 踏足一处是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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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a Carefree Stroll in the Ocean of Spring Bloss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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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幻化成生活，那就是青岛的

崂山区——作为开放创新宜业怡居的山海品质新城，这里有淳朴自然，也有时尚

活力，还有温柔缱绻。

当春天的脚步停在崂山，人间便多了一个世外桃源，处处皆是闲适和自在。

这个时节，崂山各处如霞似雪，香气氤氲，令人忘却烦恼，只一心想要迷醉在其中，

仿佛时钟也慢了下来，这种悠然自得随着春花绽放散漫铺开，随便踏足一处花海，

便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明媚的春光、充沛的雨水，也让海畔茶园的春色格外动人，樱桃花和杏花徐

徐展出最美的姿容，上演着青岛版的“三生三世”，当樱桃花开满整片山坡，你

会听见“心花怒放”的声音，像烟花，也像云霞，更像一场无边无际粉色的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我们去拥抱山海，感受明媚阳光下，大自然的葳蕤

生意；感受暖暖春意中，生活的惬意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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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 h e r e  i s  a  p l a c e 
where you can build 
a house,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just as Haizi, a Chinese poet, 
once proposed, it is Laoshan 
District of Qingdao, an open, 
innovative new town and 
an ideal place for living and 
working. Laoshan District 
is infused with simplicity, 
fashion and vitality, as well 
as gentle and tender feelings.

W h e n  s p r i n g  c o m e s , 
Laoshan District is virtually 
a Xanadu,  known for i ts 
leisurely tempo and comfort. 
In this lovely season, Laoshan 
is like a beauty standing 
in the misty dawn light or 
Princess Snow White. The 
dense aroma makes people 
forget troubles, leaving them 
intoxicated. Time also seems 
to slow down, and why not 
go out for a carefree stroll 
along the ocean of the spring 
bloss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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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ir” Binding the History Knits Today’s Beauty

盘结历史的“发丝” 铸就今日之美

作会议在即墨召开。大会对即发的工

作经验和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和表彰，并决定在全国推广即发的生

产经验，由此奠定了即发头发加工业

在全国发制品行业的中心位置。

在博物馆的第二部分，当年手工

作业的整条流水生产线得到了还原，

简易的工具、劳作的人们，都从不同

的侧面展现了当年的工作场景。对此，

陈明启说道：“时至今日，仍有很多

的发饰制作方法沿用至今，因为手工

所能达到的产品效果是机器设备所无

法取代的。过去我们用的工具相对来

说比较简单，现在经过改良之后，手

工产量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

博物馆是企业的一道缩影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诸多的企

业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不断提升自己，

与市场博弈，把握其中关键便是均衡

传承与创新，使其都成为企业发展的

双翼，而这一点，即发集团始终是行

业佼佼者。1982 年，经过几十年的历

史沉淀和持续的技术改造，即发生产

组织形式已经由合作社升级为发制品

厂。即发相继开发了男女假发、教习

文 /魏浩浩  图 /杜永健

长久以来，“手工”的魅力令很多人着迷，手工匠人们以严谨、细致的态度，使其手工作品尽善尽美，

并完成了诸多引以为傲的作品。众所周知，古人爱盘发，历朝历代都有着不同的讲究，华丽的发髻之下，

假发的作用尤为重要，它属于发饰的一种，经过演变与改良，使得现代人对于它的需求也不断提升。正

所谓，换个发型换个心情。万缕青丝匠心染，传承百年技艺，让乱如麻的旧发重获生机，实现了无数人

的“美丽梦想”；洞悉时尚潮流，编织出巧夺天工的“头顶时装”，成为全球发制品行业“隐形冠军”。

在青岛发饰博物馆中，你能看到传承与沿袭，也能看到发展和创新，更能聆听一家基业长青、老而弥新

的老字号企业的成长故事。

假发、假发配件等新产品。该系列产

品采用手工制作，经过出皮、植发、

化装、填充等生产过程制作，形象生动、

和谐自然，很快受到追捧，不仅满足

了国内市场需求，还出口日本、美国、

德国、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此后，即发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紧跟国内外发饰文化潮流，贴

近公众审美新趋向，通过不断创新，

陆续开发生产了机制假发、人发挂人、

曲曲发、玩具假发、日本和服假发、

组装假发、珠子发网、法官帽等产品，

逐步形成高档化、系列化，逐渐发展

形成了品种繁多，用途广泛，绚丽多

姿的即墨发制品系列产品。即发逐步

成为世界上产品档次最高、技术内涵

最精、生产品种最全、服务和质量最

优的发制品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世界

各地，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10％以上。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即发”

这一品牌越叫越响。目前，“即发”

商标在日本等 26 个国家成功注册，先

后被认定为青岛市著名商标、山东省

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商务部重

点培育和发展的“中国出口名牌”。

走进博物馆发制品展厅，黑发、

 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青岛发饰博物馆，陈列与发饰有关的展品共有千余件。
Qingdao Hair Accessories Museum, a private museum located in Lijiajie Village, Longquan Town, Jimo District, displays over 1,000 pieces of 
items related to hair accessories.

青岛发饰博物馆的所在位置正是即发集团上世纪 50 年代的工厂旧址。
The location of the museum used to be the former factory of Jasfeel Group in the 1950s.

朴素地还原，只为更好地传承
当来到青岛发饰博物馆，质朴的

院子有着岁月流过的痕迹，虽然经过

整修看起来焕然一新，但是过去人们

在这里生产加工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博物馆所在的位置正是即发集团上世

纪 50 年代的工厂旧址，据青岛发饰博

物馆馆长陈明启介绍，青岛发饰博物

馆属于民办博物馆，于 2012 年 10 月

正式落成。此馆占地 2096.6 平方米，

陈列与发饰有关的展品共有千余件。

按远古、西周、春秋、秦、汉、魏晋

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

的时间顺序，较为全面的介绍了中华

传统的发饰文化。同时，通过发饰品

的生产工具、工艺资料、发饰藏品等

多方面，展示了发饰品的传统生产工

艺及制作流程，以及中国近代发制品

行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中国工业从建国初期的手工业

合作社发展到今天的艰苦发展历程。

博物馆的第一部分展示的是即发

集团上世纪的部分老物件，陈旧但不

沉重，更让人感到珍贵。通过参观我

们了解到，1955 年 10 月，即墨段村（现

为龙泉镇）七户农民成立即墨县石泉

头头发绳业生产合作社，这便是即发

的前身。他们从 5 间草房、3 副挑担和

两只耙头起家，凭脚力走街串巷收购

头发，然后加工成发绳、车袢、油垫子、

档发等，深受人们喜爱。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1963 年，

即墨县档发生产合作社成立。很快，

他们就将假发产品出口到了外国。到

了 1968 年，合作社出口档发产量已达

1000 吨，产值 940 万元，加工出口率

居全国之首。由于成绩突出，同一年，

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决定在全国推广即

墨档发社的经验。经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李富春批准，这一年的全国人发工

——走进青岛发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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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记录着发饰发展的历史以及即发集团的企业故事。
The museum showcases the history of hair accessories and Jasfeel Group.

博物馆完整还原了当年手工制作发饰的整条流水生产线。
The museum fully reproduces the whole production line of hand-made hair accessories at that time.

作岗位有良好的教育作用，让一代代

的即发人懂得企业发展的艰辛，做到

不忘初心。二是对企业有良好的宣传

作用。从博物馆的角度展现企业魅力，

展示我们的核心产品也是博物馆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无形的宣传也会

对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三是对文

化的一种传承。实际上，从古至今，

发饰就受到特别的关注，既能弥补先

天不足，又能凸显华丽尊贵的稀缺假

发被视为珍宝。发饰于春秋时期产生，

至秦汉已相当普及，至明清则大为盛

行。此后，假发成为上层社会贵族妇

女彰显尊贵地位的必需品。据史料记

载，明朝天启年间，即墨金口港开埠，

一些民间艺人把从各地收购来的人发

加工成档发、色发和戏剧假发，借助

口岸之便销售到南洋、欧美等国家和

地区。清光绪年间，戏剧发饰在一定

Qingdao Hair Accessories 
M u s e u m ,  a  p r i v a t e 
m u s e u m ,  i s  l o c a t e d 

i n  L i j i a j i e  V i l l a g e ,  L o n g q u a n 
Town, Jimo City. It was officially 
c o m p l e t e d  i n  O c t o b e r  2 0 1 2 . 
Covering an area of 2096.6 square 
meters, the museum displays over 
1,000 pieces of items related to 
hair accessories,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air accessories 
culture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 f  the  anc ient  t imes ,  Wes 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n, Han, Wei, J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Tang, Song, 
Yuan, Ming, Qing, and Republic 
o f  Ch ina .  Meanwhi l e ,  through 
the production tools, technique-
related materials, hair accessories 
co l l e c t i ons  and  o ther  a spec t s 
o f  h a i r  a c c e s s o r i e s ,  Q i n g d a o 
Hair Accessories Museum shows 
the tradit ional  techniques and 
p r o c e s s e s  o f  h a i r  a c c e s s o r i e s 
p r o d u c t i o n ,  a s  w e l l  a s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C h i n a ’ s  h a i r 

product industry in modern times. 
Moreover, it reflects the arduous 
development journey of China’s 
industry -  from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o 
today’s industries encompassing 
al l  categories .  In Qingdao Hair 
Acce s so r i e s  Museum,  one  can 
feel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alize i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 t ion  and  l earn  the 
growth of  a  t ime-honored and 
dynamic enterprise. 

棕发，长发、短发，直发、卷发……

款式各异的发制品生动形象、真假难

辨，美观时尚、光彩照人。“假发的

制作需要选料、摘发、水洗、拉荒把、

梳拉、吃酸、中和、催化、氧漂、染色、

固色、烘干、剪边整形等 30 多道工艺，

集成了 50 余种技法，而且几乎全部依

靠手工完成。”陈明启如是说。

人们常用细如发丝来形容物体的

微小。将数以万计、乱如麻的微小发

丝，编织成一顶顶美观时尚的发制品，

难度可想而知。纤细的发丝处处考验

着技师们的手眼配合能力与意志力。

假发制作过程极其复杂，而且不可逆，

一着不慎，前功尽弃。以染色为例，

一旦处理方法不妥当造成头发掉色和

花色，会导致客户不满意甚至退货。

为攻克难关，即发建立“处理头发浮

色改进小组”，通过无数次实验，最

终彻底克服了头发掉色的重大难题，

赢得了客户的青睐。

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青岛发饰博物馆自 2012 年正式开

馆，筹备期间的艰辛陈明启都有着深

刻的体会。对此，他说道 :“2008 年我

们开始着手筹备博物馆，从工厂旧址

的改造到展陈内容的收集都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过程。当年一些老物件的收

集自不必说，老厂房的修缮我们也是

下了大力气，翻新的同时不能丢了当

年老厂房的感觉。”

谈及最初即发集团设立博物馆的

初衷，陈明启回忆道：“最早想要创

办博物馆，想法很简单，一是对我们

企业的历史有一个记录，树立一种良

好的企业文化和传承，同时对职工领

悟企业文化、感受企业风采、热爱工 程度上带动了民间发饰品的消费需求，

进而促进了发制品制造业的发展。而

这样一些历史，在博物馆中能够很好

地体现，这种传承在当下是十分有必

要的。”

现如今，青岛发饰博物馆也成为

了社会课堂，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这

里，了解发饰的发展与传承。对此，

陈明启说道：“很多孩子知道发饰，

但不了解它的历史和制作过程，通过

对博物馆的参观，可以增长知识、增

加见识，就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很好

的。”说到博物馆未来的发展，陈明

启谈了他的设想。“未来，我们希望

设置交互体验项目，例如通过线下试

戴，线上画图、下单等形式，增加博

物馆的互动性，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

发饰所带来的特殊体验，从而为人们

的日常装扮增加更多选择。”

在假发领域的精耕细作与匠心传

承，使得当年那个小小的农村手工档

发社，逐步发展成为拥有职工几万人

的国家大型纺织企业和山东省重点企

业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针织品、发

制品生产出口基地，创造了一个老字

号华丽转身的奇迹。而他们在设立博

物馆的当下，更是发挥出一个知名企

业的社会担当和责任。质朴的博物馆，

释放着无穷的能量，为人们打开一个

全新的世界，探索发饰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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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青岛市崂山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On March 4, Laoshan District held a mobilization 
meeting o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文 /石薇娅

汲取党史智慧  凝聚奋进力量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历史。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100 年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代同步伐、

与人民共命运，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迈向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举世瞩目。

Drawing Inspirations from the CPC’s History to Gather Momentum for Progress

——青岛市崂山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2 月 20 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

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

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并同时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

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是要加强

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

主体责任，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率先垂范，成立领导机构，切实把党

中央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中央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省区

市党委和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

委）要加强对所属地区、部门和单位

的督导检查。党员、干部不管处在哪

个层次和岗位，都要全身心投入，做

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二是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

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

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

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

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

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

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

四是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要发扬马

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明确学习要求、

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

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坚持

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

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开展特色

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要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鼓

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

视作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要坚决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

层减负。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百年风云激荡，既是一部感天动

地的史诗，也是一首豪情壮志的赞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在 庆 祝 我

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这既是最新号令，也是最强动员。

青岛市崂山区突出一个“早”字──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第一时间动员部

署，早谋划、细安排、高标准启动党

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

站位，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3 月 4 日，青岛市崂山区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共青岛市崂山

区委书记孙海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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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 a r c h  4 ,  L a o s h a n 
District held a mobilization 
meeting on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CPC’s history. 
Sun Haisheng,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speech.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meeting was to thoroughly 
study and apply into practice the 
ideas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meeting also aimed 
to further align thoughts, identify 
objectives, engage all party members 
in learning the party history and 
motivate the people in Laoshan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do their 
jobs well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pushing ahead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Laoshan. Wang Fe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and 
district mayor, chaired the meeting.

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

确目标、强化措施，动员全区党员干

部迅速投入到党史学习教育中来，激

发全区上下干事创业、勇争一流的澎

湃动力，推动崂山高质量发展始终走

在前列。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锋主持会议。

孙海生指出，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对党

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

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孙海生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

深刻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要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实字为先，确保

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在“学

党史”上出实招、求实效，推出一批

党史书目、组织一批精品党课、打造

一批教育载体、健全一套长效机制；

要在“悟思想”上出实招、求实效，

在提高政治能力、强化使命担当、加

强理论武装上有所悟、有所进。要在“办

实事”上出实招、求实效，推出一批

省市领先的惠民新政，解决一批群众

急盼的民生难题，拿出一批富民增收

的振兴之举；要在“开新局”上出实

招、求实效，以突破战略北进、大抓

项目建设、强化底线思维开新局。要

切实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

从严落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强化

分类指导，注重统筹推进。

同时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

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

密结合起来，同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崂山突

破战略北进、深化再次创业结合起来，

同时将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一批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好机

制好载体，拿出更多凸显崂山品质的

务实之举、特色之举，以学习教育推

动和促进其它各项工作。要高度重视

新闻宣传工作，既宣传正面典型、发

挥示范作用，又注意剖析反面典型、

发挥监督警示作用，为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王锋同时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区委

的部署安排上来，及时组织传达学习

好本次会议精神。要把学习党史与践

行初心使命结合起来，与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结合起来，聚焦“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

解难，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把学

习党史与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当前工

作结合起来，认真梳理短板不足，按

照中共青岛市委“项目落地年”要求，

以突破战略北进、深化再次创业为总

抓手，统筹推进好“双招双引”、项

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真正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谋发展、抓落实、办实事、

开新局的实际举措和工作实效，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全体在职区级领导，各街道党政

主要负责人，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

位主要负责人，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常务副主任、副

主任及各组组长、副组长，区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团部分成员，崂山区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办公

人员参加了会议。

自崂山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以来，崂山区多部门持续召开动

员大会，传达部署会议精神，结合各

自职能职责，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谋发展、抓落实、办实事、开新局的

实际举措和工作实效，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 100 周年。

崂山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议暨领导干部“三化一型”

能力提升专业化大讲堂举行
3 月 12 日，青岛市崂山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暨崂山

区领导干部“三化一型”能力提升专

业化大讲堂在崂山区行政大厦举行。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

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立新应邀作《建

党到新中国成立》主题授课。会上，

王立新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

光荣传统》为题，重点从党的成立与

早期活动、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农村包

围城市道路开辟等几个方面，旁征博

引、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的丰功伟业，

让与会人员对党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

的了解。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区动员大会精神，提高思想认

识，深刻领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不断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责

任感紧迫感，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

标要求、重点任务及工作安排，通过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涵养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激励担当作为，为加快

建设开放创新宜业怡居的山海品质新

城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要牢记“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坚持“实”

字为先。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自始至终突出一个“实”字，边学习、

边检视、边整改、边提高。崂山区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要引导带领各

级党组织尽快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尽

快在全区掀起学习教育热潮，并在落

实落地层面做好监督指导。

要切实强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的

组织领导，确保整体效果和质量。各

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学习教育的主

体责任，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要充分

运用好各类宣传平台，营造出浓厚的

学习氛围。要强化督促检查，及时发

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本文图片由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宣

传部提供）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书记孙海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Sun Haisheng,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dao L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speech.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锋主持会议。
Wang Fe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Laoshan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and District Mayor, chair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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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百年风华  传承中华文明

清明节前夕，城市里浓郁的氛围是人们缅怀先烈、传承中华文明、倡导文明新风的

高涨情绪，全市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清明节主题活动，在明媚的春光映衬下，显得特殊

而有意义。

Paying Tribute to Century-old Glory and Passing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生活，是因为有了这些默默为国戍边

的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当谈

到参与此次活动的感想时，孙静说：“通

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将我的原创作品

通过诗朗诵的形式展示出来，讴歌人

民子弟兵，同时歌颂英烈，我感到非

常荣幸和自豪。我认为这样的活动是

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在经历了疫情之

主题诗会 传承文明
3 月 31 日，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

市南区文明办、市南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珠海路街道办事处、珠海路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承办的“颂

百年党史 倡文明新风”我们的节日·清

明主题活动在市南区燕儿岛山公园举

行，来自市南区的机关干部、驻区企业、

志愿者及居民群众代表近百人参加活

动。

据悉，此次活动分为“主题诗会”

和“民俗体验”两个部分。在诗会现场，

来自青岛市市南区广电银燕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用一首音乐诗朗诵《诗意清

明》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他们用朗朗

童声诗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后，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宣讲员纪晓彤

现场讲述了革命烈士王一民的英勇事

迹，情景剧《长征》、歌曲《红旗飘飘》

以及诗朗诵《为祖国而歌》《不朽》

等作品依次上演，活动以剧情表演、

歌唱、朗诵等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于深情高亢中抒发浓浓爱党之

情，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让大

家在学习百年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奋进前行力量。

在民俗体验活动现场，青团制作、

画彩蛋、风筝制作、学剪纸、泥塑制作、

捏面人等多项民俗体验项目吸引了大

批居民、游客前来互动体验，在热闹

的氛围中了解清明文化和民族风俗，

感悟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涵。

在诗会节目中，原创诗朗诵《我

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

其作者孙静也在表演名单之中，节目

结束后她表示，能参与这个活动很高

兴。当被问及为什么创作这样题材的

诗歌时，她说道：“这首诗歌主要是

歌颂戍边战士的，他们戍边卫国，对

国家真挚而深沉的爱十分令人感动，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享受和平安宁的

后，每个人仍旧这么幸福地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没有这些先烈，哪有我们

今天的幸福，这种精神是必须要传递

下去的。”

清明节期间，青岛全市上下将以

“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倡导广大群

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缅怀革命

先烈，文明祭祀迎清明。对此，中共

3 月 31 日，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市南区文明办等共同承办的“颂百年党史 倡文明新风”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动在市南区燕儿岛山公园举行。（图 / 王勇森）
On March 31, sponsored by Qingdao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organized by Shinan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other departments, “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Party History and Advocating New Civilization”, Our festival—Tomb Sweeping themed activity, was held at Yan’erdao Mountain Park in Shinan District.

此次活动分为“主题诗会”和“民俗体验”两个部分。人们浓郁的氛围中缅怀先烈，体验民俗。（图 / 王勇森）
This activity was composed of two parts: “keynote poetry reading” and “folk-custom experiencing”. 
Participants remembered the martyrs in a solemn atmosphere and experienced folk customs.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宣讲员纪晓彤现场讲述了革命烈士王一民的英勇事迹。（图 / 王勇森）
On the site, Ji Xiaotong, guide of the Memorial Hall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in Qingdao, told the heroic 
deeds of Wang Yimin, a revolutionary martyr,.

——青岛市举行“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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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31, “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Party History 
a n d  A d v o c a t i n g  N e w 

Civilization” , Our festival—Tomb 
Sweeping themed activity, was held 
at Yan’erdao Mountain Park in Shinan 
District. It was sponsored by Qingdao 
Civilization Office and organized by 
Shinan Civilization Office,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of Shinan 
District, Zhuhai Road Subdistrict 
Office, and the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of Zhuhai Road 
Subdistrict.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nearly 100 people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representatives 

of local enterprises, volunteers and 
residents of Shinan District. 

O n  A p r i l  2 ,  t h e  l a u n c h i n g 
ceremony of “Honoring Martyrs 
on Tomb Sweeping Day to Foster 
Youngsters’ Patriotism” was held at 
the Memorial Hall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in Jimo District, Qingdao. 
Chen Xueming, deputy director 
of  Qingdao Civi l izat ion Off ice , 
Song  Zong jun ,  member  o 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Qingdao Jimo District Committee 
a n d  d i r e c t o r  o f  t h e  P u b l i c i t y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J i m o  D i s t r i c t , 
Qingdao, leaders from Qingdao 

Municipal Education Bureau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Jimo Distric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Jimo District, soldi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Jimo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 commemorate the 
marty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people’s 
liberation,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eople’s happiness, to lead the youth 
to cultivate their love for the Party, 
the country and socialism and to 
pass on the heroic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s. 

青岛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工作处工作

人员郭雯表示：“前段时间青岛市文

明办印发了关于开展‘我们的节日·清

明’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鼓励全市

上下在清明节期间安全有序开展网上

祭英烈、文明祭祀、经典诵读，还有

民俗体验、志愿服务等活动。今天的

这场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的活动

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文明，倡

树新风。”

清明祭英烈 童心永向党
4 月 2 日，青岛市未成年人“清明

祭英烈 童心永向党”活动启动仪式在

青岛市即墨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举行。

青岛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中共青

岛市即墨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宗

军，市教育局及即墨区相关部门领导，

中小学师生、即墨区机关干部、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即部队官兵等代表参加

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先烈，

引领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

仪式在全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正式启动，全体

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表达对革命

先烈的敬仰之情和无限哀思。

随 后， 参 加 过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革 命 老 前 辈 张 济 凤 深 情 讲 述 了 自 己

入 朝 后 的 第 一 次 战 斗， 老 前 辈 被 弹

片 击 中 后， 忍 着 剧 痛 引 领 我 军 坦 克

到达指定位置，为全歼敌军 12 辆坦

克 做 出 重 大 贡 献。“ 真 是 万 幸， 要

不 是 背 着 的 子 弹 阻 挡 了 一 下 弹 片，

救 我 一 命， 当 时 我 可 能 就‘ 留’ 在

朝 鲜 了。” 老 前 辈 朴 实 的 话 语， 却

在 师 生 们 的 内 心 掀 起 波 澜， 大 家 深

刻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更应该倍加珍惜。

“今天，面对庄严的墓碑，缅怀

先烈，我们心如潮涌，热泪盈眶……

我们要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

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学党

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

刻准备着！”师生代表朗诵诗歌《党

的光辉照我心》，深情讴歌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

的光荣传统……”参加仪式的少先队

员代表们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嘹亮歌声表达了少先队员们爱

4 月 2 日，青岛市未成年人“清明祭英烈 童心永向党”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市即墨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举行，学生代表为革命烈士献上鲜花。（图片提供 / 青岛市文明办）
On April 2,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Honoring Martyrs on Tomb Sweeping Day to Foster Youngsters’ Patriotism”, was held at the Memorial Hall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in Jimo District, Qingdao. Representatives of students presented flowers to revolutionary martyrs.

党爱国的深厚情怀和对革命先辈的无

限崇敬。

清明祭英烈是缅怀革命先烈、弘

扬民族精神、增强爱国情感的重要方

式，也是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内容。青岛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强

调，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广大青少年要主动学习党的历史，感

悟党的初心使命，领会党的创新理论；

要学习先烈精神，做信念坚定的传承

者，树立远大志向，做矢志不渝的奋

斗者，勇于躬身力行，做脚踏实地的

实践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仪式最后，与会全体人

员依次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并瞻仰

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

功伟绩，寄托深切哀思。

据介绍，“清明祭英烈 童心永向

党”活动采取网上祭英烈与线下主题

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旨在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清明节为契机，充分

挖掘节日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传统

文化内涵，引导全市未成年人慎终追

远、缅怀英烈。清明节期间，广大未

成年人通过登录青岛文明网、文明青

岛微信公众号“网上祭英烈”互动专

题和手机 H5，向英烈鞠躬献花、抒写

感言寄语。同时，各区市各学校按照

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本着就近就便

原则，开展红色寻访、歌曲传唱、诗

文朗诵等纪念革命先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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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动员部署，早

谋划、细安排、高标准启动党史学习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站位，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

以史为鉴，重温百年恢弘史诗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

可歌可泣的篇章。党的辉煌成就、艰

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深刻

启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学习历史是为

了更好走向未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就是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把苦难

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

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鉴往知来中

砥砺前行，在乱云飞渡中把准航向，

在凝心聚力中团结奋斗，共同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

3 月 31 日，海湾化学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暨党史宣讲启动大会。海

湾化学、偏硅酸钠事业部领导及中层

助理以上管理人员、党员代表、党委

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 170 多人参加。

海湾化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任新

琛主持会议。 

会上，海湾化学党委书记、董事

长邹铁军作动员讲话，并就如何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

是提高站位，提高认识。广大党员干

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开展好

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二是突出重点、紧扣目标。

党员干部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实际工

作结合起来，聚焦企业党的建设全面

提升。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全面提升

各党支部的工作水平和党员队伍的素

质。充分发挥好企业党委“管方向、

把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充分发挥

调要教育引导全党进一步感悟思想伟

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

政治自觉；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历史主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

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鲜明本色；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

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水平；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进一步增强

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

一致向前进；从 4 个方面对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提出要求，强调要加强组

织领导、树立正确党史观、切实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务求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为开展好

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全国

两会团组审议讨论、福建考察调研等

多个场合，又对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前，按照党

中央和总书记的部署，全党上下正在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行动迅速、

安排周密、起步扎实、开局良好。扎

扎实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实际行

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

仅是一堂全党学习党史、运用党史的

生动辅导课，更是一堂知史鉴今、观

照未来的历史教育课，是一堂砥砺初

心、牢记使命的党性修养课。

一部可歌可泣的党史、一面高高

飘扬的党旗，一代代共产党人，以百

年征程铸就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

静好。

而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既

是最新号令，也是最强动员。海湾化

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悟

思想、强信心，做到永远跟党走、一

心谋发展，在“十四五”期间各项工

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聚焦企业营业

收入百亿目标的顺利实现。各部门要

围绕职代会工作部署，围绕全年百亿

目标的顺利实现做好各项工作。营业

收入过百亿将是企业里程碑式的标志，

各级、各部门按要求细化任务、分解

落实，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聚焦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公司双酚 A、

聚苯乙烯、环氧氯丙烷、废盐综合利

用等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要保证明年

年底以前全部投产。要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动力，扎实推进，倒排工期，高

质量抓好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

为“十四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干部队伍“三力”提高。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在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三力”

对于海湾化学的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在党史学习教育期间，公司将组织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对党员干部进行党

性教育，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战胜困难

的信心和勇气，进一步提高干部“三

力”，将学习成效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聚焦职工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提升。党

史学习教育的目标是“办实事、开新

局”，对企业说，就是要为职工干实事、

办好事。今年，公司将按照年初制定

的工资增长标准，不断提高职工收入。

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加速推进职

工生活区建设，让职工尽享企业发展

成果；三是强化担当，狠抓落实。要

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检查、强化

氛围营造。

此外，为扎实有序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有力保障。邹铁军强调，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公司上下要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和

海湾集团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关工作

学习百年党史，喜迎百年华诞

2021 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不仅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更建立了伟大

的功业，铸就了伟大的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全党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文 /石薇娅

Studying the CPC History over a Hundred Years and Welcoming the 100th 
Birthday of the Party

3 月 31 日，海湾化学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暨党史宣讲启动大会。
On March 31th, Haiwan Chemical convened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Mobilization Conference & Party History Publicity Conference.

——海湾化学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2 月 20 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代高度，对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作出

全面动员和部署：用“三个必然要求”

深刻阐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强调这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

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

力的必然要求；用“六个进一步”深

刻阐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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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按照新发

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全面实现公司年度目标任务，

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海湾

化学特别邀请了青岛理工大学新时代

国企党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王菁华进

行党史宣讲第一课。王菁华以《时代

大潮与百年大党》为题，围绕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如何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

百年党史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

覆地、惊天动地的 4 个发展阶段进行

具体论述，并深入阐释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问题。

认真研读党史著作、开展党史教

育、打造精品党课、创新学习方式……

当前，海湾化学正积极落实各项部署，

多措并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

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学习教育热

潮正在逐步兴起。

以学为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学党史，要

在立根铸魂、固本培元的思想淬炼中，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更好地

坚守初心、担当使命。革命理想高于天，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材。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

坚定执着，到“愿拼热血卫吾华”的英

勇奋斗；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的无怨无悔，到“哪里艰苦，我

就应该到哪里去”的默默奉献……越是

深入学习党史，就越能深刻感受到共产

党人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理想之光不

灭，信念之光不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一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的

精神磨砺。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从党

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营养和动力，补

足精神之钙、把牢思想之舵、高扬信仰

之旗，方能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

奋发的状态，时时叩问初心、处处践行

使命，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答卷。

与海湾化学而言，企业的发展就

如同党的百年征程，1999 年 8 月，新

一届拥有专业知识、勇于接受挑战、

经过多年实战历练的年轻领导班子走

上了企业改革的前台，由此拉开了企

业“第一次创业”的序幕。

有着一线实践经历的班子成员，

自上任伊始便始终保持着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把视野定在行

业发展的前沿，准确把握氯碱市场脉

搏，使企业多年重大决策无失误，这

是公司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最为关键

的一环，为了做到这一点，以董事长

李明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在关乎企业发

展前途的各个重要节点上，表现了高

度的智慧与勇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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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老厂区内的中央调度室，

随着调度长通过电话发出的一声远程

指令，海晶化工老厂区生产系统全线

停产正式启动。至此，曾在四流南路

66 号创造了无数辉煌，引领了青岛产

业发展的海晶化工，在走过 66 年后全

部停产，昔日喧嚷的海晶化工从此时

变得沉寂，海湾化学的宏伟蓝图却正

在徐徐展开。

从 2010 年，海晶化工年产 40 万

吨聚氯乙烯项目启动搬迁，到 2014 年，

海晶化工整体搬迁到西海岸新区董家

口循环经济区海湾化工产业园，历时

4 年的环保搬迁，让海晶化工完成了向

海湾化学的华丽蜕变。

2018 年是海湾化学一期项目全面

达产后的第 1 年，这一年实现销售收

入 77.8 亿元，企业完成新旧动能转换，

向绿色高端美丽化工迈进。

2020 年是落实海湾集团“三步走”

战略，海湾化学实现过百亿目标的重

要一年，而二期项目尽早投产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2020 年 1 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海湾

化学扛起国企担当和社会责任，第一

时间启动防疫物资应急生产部署，全

力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

疫情防控是硬任务，企业发展是

硬道理。海湾化学在全力支援抗击新型

肺炎疫情的同时，不忘抓生产经营，围

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步步为营，发起

攻势。紧绷疫情防控弦，工作力度不减，

使疫情防控与安全管理无缝对接。

2020 年 9 月，海湾化学聚氯乙烯

二期项目 9 台聚合釜全线打通，投料

试车成功，不仅彰显出海湾的建设速

度，更体现了海湾人的精神担当；

2020 年 12 月，氯乙烯二期氧氯化

装置成功投产，宣告海湾化学二期项

目全部投产，标志着海湾化学高质量

发展进入新阶段。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同时也是青岛的“项目落地

年”。于海湾化学而言，也是重中之

重的一年，企业将充分发挥港口物流

优势，以进口乙烯、苯和自产氯气、

氢气、烧碱为原料不断延伸产业链，

还将继续投产聚苯乙烯、双酚 A、环

氧氯丙烷等产品，走高端、绿色循环

发展之路，生产布局将实现由单纯氯

碱化工向氯碱化工、石油化工耦合协

同延伸，从基础化工原料型生产向终

端应用型化学品生产拓展。随着后续

项目落地实施，海湾化学 2022 年销售

收入将达到 140 亿元，2025 年将达到

210 亿元，品牌效应将日渐凸显，既而

更好地完成集团“三步走”战略。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

进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的关键节点，在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大时刻，海湾化学也凝聚起强大

奋进力量，开创新的历史辉煌。

（本文图片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On March 31st,  Qingdao 
H a i w a n  C h e m i c a l 
(Group) Co., Ltd. (Haiwan 

Chemical) convened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Mobilization 
Conference & Party History Publicity 
Conference. More than 17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is conference, 
including leaders and middle-level-
assistant-above management from 
the Sodium Metasilicate Departm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PC members, 
and management of  funct 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Haiwan Chemical. Ren Xinchen, 
Deputy  Secre tary  o f  the  Par ty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Haiwan Chemical chaired the 
conference. At the conference, Zou 
Tiejun,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and Chief  Execut ive of  Haiwan 
Chemical, delivered a speech and 
mad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how to 
conduct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At present ,  Haiwan Chemical 
is actively implementing several 
arrangements, and using various 
measures to conduct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including 
reading up great works of the Party 
history, utilizing red resources, 
developing quality Party classes, 
innovating learning methods, etc. 
All works had a good start and are 
progressing well, with the enthusiasm 
and trend of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gradually rising.

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时刻，海湾化学也凝聚起强大奋进力量，开创新的历史辉煌。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build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forging ahead, Haiwan Chemical is also 
gathering strong momentum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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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冯雨桐

Thinking of Grandma Li

想起了李姥姥

算起来，李姥姥如果还在

世，应该100多岁了。她是78

岁那年走的，当时大院里许多

人都去了殡仪馆跟她道别。殡

仪馆的工作人员唏嘘着说，还

没看到一个老人走了，会有这

么多邻居来送行的，头一回。

说起来李姥姥算是邻居，

又不算。算，她住在跟我们大院

同一条街，不算，她跟大院的人

几乎不“犯事”：不用一个水龙头，

不用同一个公厕，更不是天天

低头不见抬头见。

但我们都把她当成邻居，

而且是关系很密切的邻居。不

光我们大院，周围的其他3个大

院也是如此。

李姥姥是我们居委会的主

任。

我们那个居委会在办事处

所属群众组织里，是最大的一个，

有400多户人家，将近3000居民。

成分也最复杂，七十二行几乎

行行都不缺。

李姥姥很早就是居委会主

任，从我记事时就知道她是我

们这条街上的“头”，因为母亲

经常到她家拉呱，有时也领着我

们兄弟几个一起去。李姥姥有个

孙子跟我们一般大小，我们去

了就跟他玩，不妨碍大人们的事。

李姥姥住在临街的一处平

房里，3间小屋，中间是厨房和

过道，右屋住着孙子，左屋李

姥姥自己住。这是处老房子，

解放前就有了。沙石混合地面，

浅黄色，上了地漆。每回到她家，

留给我印象特别深，也让我很

羡慕的是，她家的地面总是擦

得一尘不染，透着明亮的光泽，

以至于都不好意思践踏。每次

母亲都嘱咐我们，脱了鞋赤着

脚进去。但每次李姥姥都会“埋

怨”母亲：孩子嘛，讲究哪么

多干什么？地脏了再擦就是了。

我想象不出李姥姥干活时

该是什么样子？她长得瘦小，弱

不禁风的身板，加上白皙的皮肤，

很像书中描写的文弱淑女，但

她却是童工出身，干了十几年

的包装工作，最后把身体干垮了，

只好回家“休养”。

但李姥姥很要强，什么事

都不麻烦别人，能干就自己干。

她正在上中学的孙子长得人高

马大，她却很少让他干活，除了

从公用水龙头上拎水这样的重

活她确实干不了，不得不依靠孙

子，其他家务活几乎不让他沾边。

她给孙子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李姥姥很看重学习，见到

我们这些孩子，说不上几句话

就问学习情况，然后就是千叮

咛万嘱咐：毛主席都说了，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可不要学我，

睁眼瞎。我一直纳闷，李姥姥为

什么说自己是睁眼瞎？她应该

识字呀！每次母亲给她东西看，

她都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看半天，

然后说自己的意见。怎么会说

是睁眼瞎呢？我问过母亲，母

亲没正面回答，但说李姥姥确

实很聪明，别看只上过识字班，

文章过目几行就会知道全篇在

说什么。“这么厉害呀？”“就

这么厉害。”母亲有些佩服地说。

果然，有一次我领教了。

那天母亲领我去李姥姥家，恰

好她孙子不在，我只好随母亲

来到她的房间。李姥姥坐在炕上，

那是用青砖垒起的土炕，几十年

前许多进了城的乡下人依然对

土炕情有独钟，许多人家，特

别是老人不睡木板床，喜欢土炕。

李姥姥的炕很干净，炕沿用半

圆的竹筒压边，那竹筒天长日

久磨得闪闪发亮，摸上去油光

光的发滑。

母亲拿出一封信对李姥姥

说：“他三舅要办调动，想调回

来。”李姥姥接过信，戴上老花镜，

举着信看了一会说：“他三舅也

不容易，读了大学，分到了外地。

现在结了婚，却又与爱人分居。

回来吧，不管怎么说，这里是根。

有你这个姐姐在，就等于回了

娘家。我有数了，等单位来外

调时，我会把他三舅的情况和

你们家的情况好好介绍给人家。”

李姥姥摸着我的头，看着母亲说。

回来的路上我问母亲：

“李姥姥怎么知道你要请她说

好话？”母亲说：“她多聪明啊！

那信估计她能看明白1/3就不错

了，但意思一下子就清楚了。”

当时街道居委会的权力不

小，就业、参军、入团入党这些“大

事”，都要走居委会政审这道程

序。某种意义上，李姥姥掌握着

许多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邻居

们有这方面事，首先要跟李姥姥

打招呼，生怕在居委会这关过不

去。李姥姥心眼好，但凡找过她，

或者即便不找，她总是尽量给

人说好话。帮了人，李姥姥从

来不对外说，更不要说炫耀了。

当时内查外调属于保密范畴，

要求不能对外传。但有些居委

会主任沉不住气，私下卖个人情，

听几句感激话，换得一脸得意。

李姥姥从不干这种事，即便有人

打听到她给说了好话，登门感

谢，她也很少承认，说这是工作，

用不着感谢，换上别人也会如此。

不过，李姥姥的“善良”

是有分寸，而且是有原则的。

那年大院有个青年报名参军，

体检关过了，单位政审也过了，

但到了李姥姥这里“卡壳”了。

这个青年曾偷过邻居的“年货”，

而且不止一家。当时派出所要

立案，李姥姥给“挡”下了，

说居委会可以出面好好教育、

管理。毕竟还是个孩子。派出

所给了李姥姥面子，没再追究。

李姥姥跟小青年父母和本人谈

了好几次话，事情就此压下去了。

小青年就业时单位来政审，李姥

姥没说这一段。但这次要参军了，

李姥姥交了底。

小青年暴跳如雷，跑到李

姥姥家门口破口大骂。李姥姥

并不畏惧，打开门对小青年说，

你看你这个样，你自己说，当

人民解放军合格吗？解放军是

大熔炉不假，但不是什么材料

都可以放进去的。你可以就业，

但你不能去当兵。起码我就觉

得不放心。

李姥姥看人很准，一语成

谶，多年后这位小青年旧病复发，

盗窃单位油票，被判了刑。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居委

会主任一职“名存实亡”。但

李姥姥“巍然不动”，依旧在

行使着“权力”。有人也想让

李姥姥靠边站，但一查她的身世，

蔫了。李姥姥贫农出身，很早

就跟随父亲进了城在烟厂当童

工，还有，她的丈夫跟她一个厂，

解放前夕参加了护厂队，是骨干，

解放后当了厂工会主任。上世

纪60年代初，因积劳成疾过世。

她的3个儿子和1个闺女，要么

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共青团员，

在单位都是积极分子。三代“红

色基因”的背景，想下手都不敢。

那阵子街道上正常的工作

停了，但李姥姥仍闲不住。居

民大院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

了事。李姥姥不知道则罢，知道

了肯定要出面“干预”。有一回，

大院一户邻居被拉在大院门口

挨批。那是一对老人，都有病，

常年不出个门，平时买菜什么

的都是邻居帮忙。这对老人被

强迫站在一个长条木凳上，一

会儿就支持不住了，老太太晕

倒在地上。邻居们看了都觉得

有点太不人性，但又都不敢多言。

于是有人就跑去报告了李姥姥。

李姥姥当时也有病，但还是颤

颤巍巍地来了。

看到有人正在往卡车上搬

东西，李姥姥问：“你们这是

要做什么？”对方说要遣返老人

回老家。李姥姥说：“他们老

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这句话

一下子把对方问楞了。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好。

有一个领头的问：“你是谁？”

李姥姥说“我是居委会主任，

我对他们家里的情况最了解。

他们解放前就跟着祖辈闯关东，

现在祖籍没有任何亲人了。解

放后他们先随着大儿子去了太

原，后来去了二儿子的徐州家，

10年前又跟着小儿子来到这里。

你们说把他们遣返到哪儿去合

适？”“他是地主。”另一个

人吼道。“是地主不假，但他

这个地主是怎么来的你们知道

吗？是过继给别人当儿子，弄了

个高成分。其实他家里并不富

裕。你们想想，哪有人愿意把

自己孩子过继给别人当儿子的，

还不是因为家里有难处？”李

姥姥说完，众人面面相觑，显然，

这些历史他们还是头次听说。

“这么着好不，我们街道

也有组织，帮着你们监督。如果

他们敢乱说乱动，就向你们报告。

还有，大热天的你们跑几百里路

把他们拉到原籍去，我想人家肯

定不会收留。你们想想，无房无

地无亲无友，冷不丁回来了，岂

不是给人家贫下中农添麻烦？”

李姥姥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始

作俑者说。

对方一听正好下台阶，骂

骂咧咧地开车走了。两个老人感

激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没来及

向李姥姥道谢，李姥姥却倒下了。

邻居一摸她的头，滚烫。

居委会主任管得都是婆婆

妈妈的琐事，那些年，邻里之

间闹个别扭、吵个嘴、骂个娘，

是家常便饭，偶尔大打出手也

不稀罕。所以，许多居委会主任，

大多时间都走东家串西家，满世

界跑来跑去。但李姥姥很少出

门。一来她的身体不好，跑不动，

一来她也不需要跑，在家里就能

把事摆平。这是李姥姥独特的工

作方法，也是她人格魅力的象征。

别人学不来，也无法学。每次

接到“报告”，李姥姥先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会告诉“报

告人”如何如何处理。如果还

不奏效，李姥姥会让街道小组

长通知某一方或者双方一起到

她家，亲自劝导化解。奇怪的是，

没有一个邻居接到通知会无动

于衷、置之不理，几乎百分之百，

哪怕满肚子“委屈”和“牢骚”，

也颠颠而去，任李姥姥“数落

来数落去”。我曾为此问过母

亲，母亲说一点不假。李姥姥

在邻居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

是公认的，因为她总想着大家、

为大家好，就冲着这，有点良

心的人都自觉维护她的威信。

当年大家的生活普遍都不

太好，我们大院里平民百姓居多，

有些人家工资常常花不到月底

就没了，相互借钱是常有的事。

李姥姥的收入很有限，居委会

主任就拿点生活补贴，好在她

有4个孩子，每月都寄钱给她。

她这里有固定的几个“债主”，

汇款单一来，就拿着李姥姥的

户口本和图章去邮局取款，然

后把图章和户口本还给李姥姥，

钱留下，算是借走了。没有借条，

也没有任何其他凭据。有时赶巧

了，用钱的人家多了，李姥姥

那里应付不了，她会找到某邻居，

然后说：“你借给某某人多少钱

吧。就算我借的。”听说是她借

的，没人不答应。她出面了就

等于做了“担保”。我记得母

亲就借出去这种钱不下五六回，

都是她喊着母亲的名字说，“帮

谁谁个忙吧，开个口也不容易。”

李姥姥跟大孙子住在一起，

她很喜欢这个从小就在身边的

孙辈，但不溺爱。每天雷打不

动检查孙子的作业。孙子学习

的科目很多，数学、语文、地理、

历史，还有化学、物理，李姥

姥样样都检查。其实谁都明白，

李姥姥不可能看得懂。但她还

是很认真很仔细地戴着老花镜，

一行行、一字字、一个符号、一

个标点都不放过。有一次母亲

笑着跟她说起这件事，劝她不

必对孙子太“苛刻”。李姥姥说：

“我只要看看他写的字整不整齐、

潦不潦草、是不是写满了作业

本，大概其就知道他认不认真，

是不是在糊弄。”上世纪70年代，

许多孩子去串联，李姥姥坚决

不让孙子去干这些事，每天照

旧检查学习情况。即便不上课了，

她还让孙子把以前学过的东西

再从头来一遍。恢复高考第一年，

我们那条街上出的第一个大学

生，就是李姥姥的孙子。

72岁那年，李姥姥再次坚

决要求辞去居委会主任。街道办

事处考虑她年龄确实大了，身

体一直不好，决定答应她的请求。

但重新选举时，居民不约而同

地又把她的名字写上了。

公布结果时，她坐在临时

搭建的主席台上，脸色显得很

苍白，有些有气无力。但听到

众人响亮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突然脸上出现了红润，嘴角微

微颤抖着说：“既然大伙信任我，

那，我就给大伙再服务一阵子。”

这一干，便是6年，直到

永远闭上了眼睛。那天邻居们

从殡仪馆回来的路上都在说：“李

姥姥这辈子不容易，活到这个岁

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有

意义。”“记得不？周总理就是

这个年龄走的。虽然不能这么比，

但她毕竟也是咱居委会的‘总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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