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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简介
青岛新型显示产业园，位于青岛开发

区王台新动能产业基地，园区占地面积
2254亩，其中产业用地1885亩，在建项
目用地1055亩。园区重点发展新型显示
上游液晶材料、玻璃基板、光学膜材料、偏
光板、显影刻蚀等核心材料和设备，中游
新型显示模组制造和组装，下游电视、手
机、车载显示、移动穿戴设备等显示终端
制造。到2024年，计划引进过20亿元项
目6个、100亿元项目2个，建成京东方物
联网移动显示端口器件青岛生产基地、中
南高科青岛光电产业园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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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

东经120°19′，北纬36°04′，这里是东北
亚最繁忙的港口——山东港口青岛港。全球最
大2.4万TEU集装箱巨轮来去自如，几乎平均每
一秒都有一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

时间拉回到三年前的 8 月 6 日，山东省港口
集团在青岛成立，四大港口合而为一，形成“以青
岛港为龙头，日照港、烟台港为两翼，渤海湾港为
延展，各板块集团为支撑，众多内陆港为依托”的
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这不仅是一场改写航运
市场格局的大整合，也是作为龙头的青岛港实现
历史性新跨越的开始。

三年来，依托一体化的更大平台，青岛港突
破传统港口发展瓶颈，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更好地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在疫情冲击
全球港航业的背景下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
答卷——

货物吞吐量接连超越新加坡港、广州港，跃
居世界第四；集装箱吞吐量赶超釜山港，跃居世
界第六；新增航线 55 条，增速创下历史之最，航
线总数达215条，稳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海铁联
运班列达到67条、内陆港达到28个，海铁联运箱
量年均增幅14.2%，连续七年稳居全国第一；国际
航运枢纽竞争力指数位居东北亚之首。

港口能级之变

港口一体化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一种乘法
效应，这在港口最核心资源——航线上展现得淋
漓尽致。

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后，过去彼此竞争的四
大港口集团进入协同发展的“深水区”，新开的国
际航线资源向青岛港倾斜，日照港、烟台港、渤海
湾港则共享青岛港的国际航线资源。航线、运
力、客户等资源的统一调配，给青岛港带来更多
的业务增量和更稳固的枢纽地位。

一个细节可以印证青岛港日益稳固的东北
亚国际航运枢纽竞争力——青岛港三年新增 55
条航线，步入航线增长最快的时期，许多航线将
青岛港作为中国北方唯一挂靠港。

在全球疫情形势反复、港口拥堵加剧、船舶
持续晚班停班等不利因素下，青岛港发展路径更
加明确，聚焦保通保畅关键节点，东西双向互济、
陆海内外联动，海向增航线、扩舱容、拓中转，陆向
开班列、建陆港、拓货源，为腹地企业构建起全球
通畅的交通网络，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7 月 7 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联合集装
箱码头， (下转第五版）

山东港口青岛港：“东北亚第一”这样炼成
“一体化”协同发展三年来，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第四，集装箱吞吐量跃居

世界第六，港产城融合发展跃上新台阶，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取得新突破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记者 周建亮

本报8月3日讯 入夏
以来，随着城市更新建设带
来的新消费场景增多，青岛
国际啤酒节等节会举行、中
山路裸眼 3D 光影秀等爆款
文旅产品走红，青岛这座旅
游城市再次火爆“出圈”，出
游目的地热度指数持续升
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
解到，在刚刚过去的7月，通
过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方
式抵达青岛的外地车辆和游
客较6月都有了明显增长。

对收费员进行服务培
训、到出入口疏导车流、协调
发 布 调 流 信 息 …… 进 入 7
月，青岛交发高速集团机场
路管理处青岛东收费站副站
长张瑜比以前更加忙碌了。
她所在的青岛东收费站是进
出青岛的“东大门”。据统
计，7月份，青岛东收费站日
均交通量达 6 万辆次，与疫
情前的日均交通量基本持
平。为应对车流高峰，青岛
东收费站从优化服务、保通
保畅等方面持续发力，收费
车道100%开启，同时采取便
携收费、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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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佳旎
本报8月3日讯 2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
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市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鲁明主持并讲话。

王鲁明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
一次集体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等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大局”，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绝对领导，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充
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鲁明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党组
要按照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部署要求， (下转第五版）

事争一流 务实苦干
履职尽责展现人大作为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
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
学习举行

王鲁明主持并讲话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萍
本报8月3日讯 今天下午，市委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邓云锋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不打招呼、
不设路线，随机来到火车站、酒店、高速路口等地，
通过实地察看和与工作人员交谈，了解疫情防控
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
工作部署，分析疫情形势，从严从紧从细抓好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

在青岛北站，邓云锋详细了解每日进出站人
次、车站应对客流高峰采取的措施，并向现场工作
人员询问火车、地铁换乘流程。他强调，铁路是疫
情防控前沿，要配足配齐设备、(下转第五版）

邓云锋调研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
从严从紧抓好防控措施落实
坚决守住守牢疫情防控底线

工厂区装饰装修施工完成75%，生活区装饰
完成总量约45%，洁净车间完成总量约70%……
这是6月21日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以来，京东方物
联网移动显示端口器件青岛生产基地项目40天
的建设进度。从竖起28台塔吊的空地到一座座
厂房拔地而起，从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到现代化
厂区面容初露，青岛京东方项目的迅速推进，显
示出青岛新型显示产业园蓬勃的发展势头。

新型显示是青岛十大新兴产业链之一，是青
岛塑造未来竞争力的关键产业。在青岛市二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上，总投资110亿元的
4 个项目在紧邻京东方的青岛开发区高端光电
产业基地开工，着力围绕新型显示产业链聚链延

链强链，成为新型显示产业园的第一次亮相。
青岛京东方项目主要生产移动显示系统用

平板显示模组，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显
示模组单体工厂；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中小
尺寸显示模组 1.5 亿片，年产值超 100 亿元。产
业园 1055 亩的在建项目用地中，青岛京东方项
目占地809亩，其链主集聚带动作用一望可知。

“按照建设进度，工厂区北侧一、二办公室
8 月中旬具备移交条件，生活区 15、16号宿舍和
餐厅计划 8 月底移交使用，洁净车间一层、二层
已正压送风，计划8月31日开始工艺设备搬入。”
青岛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永烈
略显兴奋地说， (下转第六版）

青岛京东方项目快速推进，中南高科青岛光电产业园、福建万达
光电智造生产基地等项目加紧主体施工，多个大项目签约落地

青岛新型显示产业园：
力争2024年末产值突破500亿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日前，市医保局发布《通知》：我市阶段
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缓缴
期为2022年7月至9月。符合条件的中小
微企业无需单独申请即可享受缓缴政策。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不断降低社会成本，市医保局持续推出
的“减负套餐”，成为我市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据了解，自
2020年以来，市医保局始终把稳定宏观经
济、支持实体经济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
处，做好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滴灌”，通过5次
阶段性下调医保缴费费率，直接助力企业轻
装前行、恢复发展，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支撑。

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下调2.3%，
为企业降下“及时雨”

2022年2月，参保总人数416人，缴费基数总
额337.8万元。这是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
司今年需要缴纳的医保费用。在相同参保人数
及缴费基数条件下，与 2019年相比，该单位全年
可减少医保费用支出 93.2 万元，人均减少缴费
2241元。

这项“利好”源于市医保局的持续降费率政
策。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市医
保局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措施，自
2020 年至今，按照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原则，在确保征收上来的医疗保险费满足参
保人基本医疗保障需求的前提下，连续实施了5次
降低医保缴费费率政策，把企业的成本降下来，
助企业渡过难关，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次降费的时间线，显示出我市医保工作“为
幸福兜底”的保障力度：2020年 1月 1日，全面推
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降低
企业单位缴费费率0.8个百分点；2020年3月1日
至12月31日，考虑疫情影响，对各类用人单位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降低 1个百分点；2020
年 2 月至 6 月，进一步降低企业单位缴费费率
2.25 个百分点；服务“六稳”“六保”，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下调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率 1 个百分
点；自 2022 年 1 月起再次实施阶段性降费 0.5 个
百分点……

经过5次降费后，我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缴
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由最初的10.3%调整为
8%，下调了2.3个百分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
由 10.8%调整为 8.5%；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
业人员缴费费率由 10.8%调整为 9%。2020 至
2022 年，累计为各类缴费主体减负 115.2 亿元，
2022年预计减负47.1亿元。

核酸检测价格7连降，减轻个人
负担和社会成本

大规模核酸筛查和高频率检测是“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手段。2020年疫情初期，因
材料成本等原因， (下转第六版）

医保缴费费率“五连降”，三年为各类缴费主体减负115.2亿元

青岛医保“减负套餐”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郭菁荔

2021年8月29日签约、10月13日开工
建设，2022 年 6 月 21 日主体封顶，青岛京
东方项目用一个个提前的节点，创造出京
东方模组厂房施工的最快速度。每一次到
工地采访都发现大有变化，快，也是记者对
该项目最大的感受。

这个速度，是青岛坚定抓产业龙头项
目， (下转第六版）

坚定抓产业龙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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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入青
客运量环比增长
18.86%

■青岛东收
费站日均交通量
达6万辆次

■胶东机场
来青客运量环比
增长34.12%

繁忙的山东港口青岛港。

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
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五版

东部战区全天候位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商务部：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海关总署：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冰鲜

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