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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 ·山东13

城市细节

人物专访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胶东半
岛东部，隔海与朝鲜半岛相望。青岛是计划
单列市、山东省经济中心城市、全国首批沿海
开放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国际性海
港和区域性枢纽空港，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之一。

青岛，因名牌企业众多，被誉为“中国品
牌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世界帆船之
都”等，是国务院批准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规划核心区域龙头城市。青岛崂山素有

“海上名山第一”的美誉，青岛是中国道教发
源地之一。 （易辑）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竞争力

青岛：迎风破浪再出发
■ 本报特派记者 易建阳 黄畅学 刘笑非 朱和春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是
一座充满诗情的城市。

“胶州湾事件”、“五四运动”、“五
卅运动”……这是一座写满故事的城
市。

青岛啤酒、海尔、海信、双星……
这是一座有很多响当当品牌的城市。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视野中，青
岛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青岛的
产品品牌建设、港口建设与管理，以及
城市风貌保持等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
点之处；与此同时，海南与青岛在旅游
市场监管、海洋人才培养以及港口贸
易等方面有较大合作空间。

海南“千年古丝路，又闻驼铃声”
来到青岛，将为海南和青岛搭起一座
沟通合作的桥梁，互相学习、共谋发
展。

扩大品牌世界影响力

青岛啤酒，中国内地第一家在海
外上市的企业；海尔集团，全球家电领
军品牌。青岛啤酒博物馆、海尔工业
园已经成为青岛工业旅游的主力军。
青岛的港口建设、海洋产业发展等领
域也走在国内乃至世界前列。

中国海尔，经过30多年创业创新，
从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发

展成为全球家电第一品牌，它有哪些
秘诀？11月9日上午，海南丝路行采
访团走进海尔工业园，分别到海尔创
新生活馆和海尔文化展馆，了解海尔
的成长故事。

“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1985
年，青岛（海尔）电冰箱总厂厂长张瑞敏
带头用铁锤砸毁76台不合格冰箱，“砸
冰箱事件”砸醒了员工的质量意识。

“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
场。”海尔认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应紧贴
市场，最重要的是开发市场，创造新市
场，从而引导消费、引领市场。

海尔秉承锐意进取的海尔文化，
不拘泥于现有的家电行业的产品与服
务形式，开辟现代生活解决方案的新
思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引领现
代生活方式的新潮流，以创新独到的
方式全面优化生活和环境质量。

以海尔等为代表的青岛品牌，正
走在创新升级的路上。

打造“中国蓝色硅谷”

“蓝色硅谷成立3年来，已累计投
入建设资金200亿元。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深海基地，
作为两个代表国家水平的世界级项目
的进驻，决定了蓝色硅谷在国家海洋
领域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青岛蓝色
硅谷核心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岳国峰
表示，蓝色硅谷致力于打造“中国蓝色
硅谷、海洋科技新城”，未来5年，蓝色
硅谷要成为中国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未来10年，蓝色硅谷要成为世界海洋
科技创新中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岛涉海机
构集中、海洋研发人才密集的优势，加
快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抢占海洋产业
技术发展前沿，突出发挥青岛在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核心作用，2011
年，青岛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了打造

“中国蓝色硅谷”的战略构想。2012年
4月，《蓝色硅谷核心区总体规划》和
《蓝色硅谷核心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通过了评审。

青岛海岸线曲折，岬湾相间，形成
不少天然良港，这为青岛迈向“蓝色硅
谷”创造了地利之优。

据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焦广军介绍，青岛港是世界第七大港，
由青岛老港区、黄岛油港区、前湾新港
区和董家口港区四大港区组成，主要
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
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
转、分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客运服务，
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2014年完成货
物吞吐量4.68亿吨，同比增长4%，完
成集装箱 1658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8%。2014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成
功挂牌，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谋划产业转型升级

6800万人次前来观光，同比增长
8%，1060 亿元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15%——这是青岛市在2014年交出
的旅游成绩单。青岛旅游飞跃发展的
背后，是观光型旅游向休闲度假型旅
游的成功转变。

“既然要向休闲度假型旅游转变，

就要注重游客的体验，给他们一个不
一样的青岛。”青岛市旅游局副局长王
淑娟说。

据介绍，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和外
来投资，青岛市先后在西海岸建设了
嘉年华、方特等大型休闲旅游场所，同
时与当地海岸线进行完美集合，打造
一片集文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
综合体。

“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生态
资源无可比拟，在旅游市场整治方面
更是值得青岛学习。”王淑娟笑道，青
岛、海南两地，都是海洋旅游的热点地
区，青岛的邮轮母港已于今年5月底正
式启动，三亚则早有邮轮旅游发展，两
地共同点很多，相互借鉴的也有很
多。

与此同时，青岛港作为“海上丝绸
之路”中国北方的重要门户，正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11月9日下午，在青岛港工作人
员指引下，采访团来到青岛港前湾港
区。“青岛前湾港吃水深度达17.5米，
停靠过目前世界最大、最先进的3E级
集装箱船。”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朱静霞向采访
团介绍。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得益于
中国海关总署和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总局全力实施的“以青岛关检为龙头”
的“沿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关通检一体
化新模式，青岛港加快向内陆腹地复
制港口功能，搭建起青岛港与中国广
大中西部地区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
大通道”。

（本报青岛11月11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朱和春 黄畅学
刘笑非 易建阳

一边是100多年前的老厂房，游客
可以在这里把握啤酒的历史脉络；一边
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一瓶瓶新鲜出炉
的青岛啤酒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
供游客品尝。历史与现代，过去时与正
在进行时，就这样伸展在游客的眼前。

11月9日上午，海南丝路行采访团
一行来到青岛啤酒博物馆，感受青岛工
业旅游的魅力。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啤酒博
物馆，前身为青岛啤酒厂的老厂房。这
处德国青年派风格的建筑有两幢楼房，
建于1903年，为英德啤酒酿业公司建
造，两幢楼房曾分别作为综公和酿造生
产所用。

据介绍，博物馆是在2001年为筹
备青岛啤酒百年庆典而创意设计的，将
青岛啤酒所蕴涵的企业文化沿着时空
的脉络体现出来，建成后的博物馆分为
百年历史文化陈列区、啤酒酿造工艺区
和多功能互动休闲区等参观游览区
域。其中最令人开眼界长知识的区域
是百年历史文化区，用详尽的文字、图
片和实物资料介绍了啤酒的起源、青岛
啤酒的发展历史。

其中，在博物馆B馆二楼的发酵池，
一排排色调厚重的设备之间，不时会走
出一位白发老人，他一边品酒一边讲述
啤酒的故事。博物馆讲解员赵梦晨告诉
采访团，这是博物馆使用的全息影像技
术，这位老人就是100多年前的德国酿酒
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古特。正是他，
将德国啤酒酿造工艺带到中国，并在这里
酿出了第一杯青岛啤酒，如今，青岛啤酒
系列里的“奥古特”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外，在这家博物馆里还能看到拍摄
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岛啤酒胶片广
告，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胶片广告之一。

品读完历史，就进入现代化的生产
车间，游客隔着一道玻璃可以目睹青岛
啤酒的生产过程。博物馆一侧的展板上
则显示，2015年青岛啤酒的品牌价值为
1055.68亿元。

赵梦晨笑着说，对于青岛来说，除了
空气中的海水味道，伴随着的还有啤酒
的香气，青岛啤酒早已融入到城市生活
的点点滴滴。

（本报青岛11月11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朱和春 黄畅学
刘笑非 易建阳

“我们目前单批设备最大的订单
就来自海南洋浦控股，3亿元。”青岛海
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儒新
笑着透露道。

位于胶州湾入口、青岛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海西重机，隶属于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专业从事港口装卸机械、船舶起
重设备、功能性平台的设计与制造。

海南丝路行采访团之所以采访海
西重机，一是源自这家企业与海南不
少港口有着业务往来，更重要的是想
知道这家与海紧密联系的企业是如何
抓住契机“走出去”的。

“海西重机的快速发展，一是得益
于眼界，二是技术。”李儒新说。

因为看好青岛的海上交通重要节
点位置，海西重机于2005年从武汉部
分迁移到青岛来，2008年建成投产，7
年时间，海西重机的订单已由2009年

的8000万元快速发展到今年11月份
提前完成全年20亿元订单目标。如
今，海西重机已布局海外市场，重点是
东南亚市场和部分欧洲市场。

“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也得到
过教训。”李儒新说，“走出去”的早期，
由于相关标准和国际标准有些差异，
产品一度不适应国外市场，为此交过

“学费”，此外由于不了解对方的法律，
在用工方面也有过教训，“所以我们提
出以世界的眼光看市场，以国际标准

做产品，这几年连续有产品走出去。”
除此之外，李儒新认为，企业要

“走出去”，技术引领市场的作用不可
低估。据介绍，海西重机非常重视技
术发展，看好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港
所在地的人才优势，在上海成立了自
己的设计院。

李儒新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给海
西重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海南
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门户，希望双方有
更多合作。 （本报青岛11月11日电）

海西重机“走出去”的启示——

世界眼光看市场 国际标准做产品

■ 本报特派记者 朱和春 黄畅学
易建阳 刘笑非

“近期正在帮助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做学
科规划和专业规划，初步选定海洋类、水产类
等专业。专业选择原则是按照热带海洋学院
的定位，培养应用型人才。”11月10日上午，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在接受海南“千年
古丝路 又闻驼铃声”一带一路采访团专访
时，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支持海南建设海洋
类大学的有关进展。

中国海洋大学，是国内顶尖的海洋类大
学；海南省，管辖着全国面积最大的海域，这
一校一省，均在海洋强国战略中担负着重
任。今年4月28日，中国海洋大学与海南省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教育、
科技、生态环保、高科技及产业化、国际合作
与交流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其中，中国海
洋大学将全面帮助海南筹建海洋类高校，为
海南推进海洋强省建设补上人才“短板”发挥
促进作用。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来说，义不容辞。”回
忆起当初海南省教育厅、科技厅、海洋与渔业
厅到学校沟通希望支持帮助海南建设海洋类
大学时的情景，于志刚很爽快地说道：“海南
就是需要一所海洋类的高校。”

据于志刚介绍，现在校省相关合作正在
进行中。最近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揭牌时同
时挂牌中国海洋大学三亚研究生院，以与热
带海洋学院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为切入点，
将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有机结
合起来，使与热带海洋学院的合作做得既扎
扎实实，又着眼长远、不断深入。

于志刚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定位是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海洋应用型人才，中国
海洋大学的定位则是培养国家海洋事业的领
军人才和骨干力量。两所大学错位发展，可
以优势互补。

据于志刚介绍，中国海洋大学希望在
海南建立一个包括研究生培养、南海合作
研究和教育培训“三位一体”的基地。其
中，由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根据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急需加强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把海
洋大学的一部分研究生名额拿过来，和热带
海洋学院联合培养，可以帮助热带海洋学院
积累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建设这方面的课
程体系和实验教学研究体系，共同提高师
资力量。

于志刚认为，在海南的发展上，未来的
校省合作将不局限于热带海洋学院，还有科
技合作、高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包括海洋生
物遗传育种、水产品加工和高值化利用、防灾
减灾、油气资源开发和环境保障技术、岛礁建
设和保护等。

采访中，于志刚表示期待能通过校省合
作，在海南建立一个滨海研究基地，保障校省
合作高效益可持续发展。

（本报青岛11月11日电）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

帮助海南建设
海洋类高校义不容辞

丝路启示

一座啤酒
飘香的城市

海南“千年古丝路 又闻驼铃
声”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团把
青岛市作为山东省采访的第二
站，一则因为青岛是我国著名滨
海旅游城市，且青岛与海口、三亚
一起位列《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中提出的15个沿海港
口城市之一，两个地区有诸多相
通之处，合作的空间很大；二则青
岛的品牌建设与推广、港口建设
与管理以及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
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海南学
习和借鉴。

内容提要

青岛海西重机与海南贸易往来较多。青岛海湾大桥，又称胶州湾跨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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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青岛啤酒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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