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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大力推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年内计划
完成 9.4 万平方米建筑保护修缮，完成中山路周边协同
区包括 155 栋建筑的老旧街区改造。
修相科 摄

实体经济振兴

整合国内外资源、优化营商环境、多维度发力

山东国际航交所：
补齐航运服务
“拼图”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时间倒推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酝酿已久
的山东国际航交所启动试运行，标志着山东
首家航运交易机构落成，填补了我省港口城
市高端要素配置场所的空白。
一年来，依托山东国际航交所，市北搭建
起青岛国际航运保险运营平台，开通中国青
岛大港—日本大阪南港“中日海上黄金大通
道”，并联动 RCEP 山东企业服务中心、商事
法律服务中心等，构建航贸金耦合创新发展
新阵地。
作为 RCEP 青岛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山东国际航交所
将借鉴上海、重庆、广州、宁波等地设立航交
所的先进经验，乘着 RCEP 的东风，在“10+
5”乃至更高层面整合资源，助力青岛加快打
造山东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桥头堡、长江以
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新的重要战略支点、
“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和创新发展新样板。

破题攻坚“港强航弱”
从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2021 年全年全国
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可以看到，2021
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55.5 亿吨，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 2.8 亿标箱。其中，山东港口
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6.3 亿吨，同比增长
4.3% ，排 名 全 球 第 四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371 万标箱，同比增长 7.8%，排名全球第六。
这么看来，如果单纯以港口的航运功能
为评判标准，青岛与世界知名航运中心城市
的差距或许不大。但在世界通行的经济竞争
力评判体系中，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分设
三个维度，第一是港口条件，占比 20%；第二
是航运服务，占比 50%；第三是营商环境，占
比 30%。青岛港口优势明显，营商环境正持
续优化，航运服务恰是其比肩世界知名航运
中心城市的最大短板。
据公开报道，2021 年上海港外贸吞吐量
4.1 亿吨，进出口总值达到 4.06 万亿元人民
币。同年，
青岛港外贸吞吐量 4.6 亿吨，
但青岛
本地贸易结算占比却仅有上海的五分之一。
在《2022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
数报告》中，上海位列第 3，而青岛仅为第 15。
由此可见，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提高现代航运
服务业发展水平，
这是青岛建设国际航运贸易
金融创新中心的必然要求。
那么，如何激活港口资源，补强航运服务
短 板 ，提 高 资 源 配 置 能 力 ？ 市 北 给 出 路 径
——搭建港口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城
市综合服务能力提高的航交所。
谋定后动，在 RCEP 试验基地成立之后，
市北区便迅速布局，通过发挥国有平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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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下午，
“ 东辰青岛号”起航，中国青岛大港-日本大阪南港
“中日快线”正式开通。
市场化、专业化的优势，设立山东国际航交
所 ，并 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 启 动 试 运 行 。
RCEP 语境之下，山东国际航交所将在“10+
5”乃至更高层面整合资源，做大做强航运交
易、法律服务、金融保险三大航运公共服务和
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海铁联运公共信息系统，
发挥规范交易、交流信息、配置资源、聚集要
素的作用。另外，引导航运、贸易、金融领域
企业在港区设立青岛国际航运贸易金融产业
协会，进一步提升青岛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地
位和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航交所“落地生花”
RCEP 的签署，最先并将长期受益的是
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如何借势做大做强
青岛现代航运服务业板块，是山东国际航交
所的使命。
6 月 6 日，依托山东国际航交所打造的青
岛国际航运保险运营服务中心启用，太平洋
财险、人保财险、人寿财险等 21 家财险公司
作为首批企业签约入驻；青岛市、市北区首次
出台航运保险运营支持政策，以“组合拳”多
维发力航运金融，打造航运现代服务业发展
的强劲引擎。
作为市区两级航运保险政策的集约服务
平台，青岛国际航运保险运营中心将建立中
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在内的多元化
承保体系，提供专属订制航运、贸易、物流、港
口综合风险解决方案，为落户平台的企业和
机构建强保险兜底机制。
6 月 18 日下午五点半，伴随着阵阵船笛

长鸣声，
“东辰青岛号”起航，驶向日本大阪南
港，宣告着依托山东国际航交所打造的中国
青岛大港-日本大阪南港“中日快线”正式开
通，填补了近年来青岛港无中日滚装集装箱
服务的空白。
“‘中日 RCEP 快线’将大大缩短我国北
方地区货物到日本的水运时间，提升青岛航
运中心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青岛港作为沿
黄流域‘出海口’的辐射带动作用。”青岛国际
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市北区政府党
组成员、市北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张锡涛介绍，下一步，平台还将根据实
际情况，开通多个 RCEP 成员国点对点滚装
班轮直航快线。
能够预通关“到达即放行”，这是“中日快
线”有效平衡时效性与经济性的关键所在。
其实，
“ 大通关”是建设航交所的核心工程。
不难看出，各地航交所在初期建设阶段，都将
这一工程作为重点，通过整合各口岸部门资
源，实行通关业务流程再造，提高通关效率，
缩短业务办理时间，降低各项制度成本与交
易费用，提高港口的综合竞争力和辐射能力。
港 口 、海 关 、政 策 、物 流 、招 商 、外 汇 结
算 ……现代航运服务业的关键要素正不断
向山东国际航交所这一平台汇聚，一个航运
融资租赁、航运保险等多元化的陆海联运综
合性服务平台呼之欲出！

资源互动耦合
补齐航运交易所这块“拼图”，仅是破题
攻坚“港强航弱”的突破口之一。如何让“短

板”变“跳板”？
记者注意到，根据青岛梳理的 24 条重点
产业链来看，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将承接现代
商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主导产业。作为
港区的产投运营方，山东港区产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也进一步明晰——以做
精航运服务产业、做大港口贸易产业、做强港
口金融产业为目标，全面整合航运、港口、贸
易、物流、金融、保险等核心资源，打造陆海联
运综合性服务平台，发力“四新”经济和“2+6”
特色产业体系。
“公司采取‘管委会+平台公司’的管理
运营机制运行，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和政府的
强背书赋能，将会使平台效应最大化显现。”
山东港区产投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公司将把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及省港口集团相
关产业板块资源引流，无缝嫁接到山东国际
航交所这个平台，在外贸政策、通关服务等港
区政策以及航运全链条“一站式”服务的加持
下，通过多元化平台开展专业化招商引资和
企业服务，加速产业投资和项目招引落地，从
而释放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耦合效应，高能
级重塑青岛乃至山东港贸金产业发展生态。
区域联动也在给山东国际航交所“添劲
赋能”。一位从事俄罗斯贸易的外商从大港
了解到，7 月 28 日，
“ 胶州-大港”的“胶青班
列”开始运营，大港也即将开通中俄班轮，如
何利用新的航线优化进出口贸易业务？在朋
友的介绍下，外商找到山东国际航交所，平台
根据外贸、结算、物流组织等为其列出陆海联
运的多种货运方案，供其选择。
“ 方案一目了
然，根据每种方案，山东国际航交所还会提供
货运期间的‘一站式’服务，我只需要维护客
户关系就行。”外商说道。
“随着 RCEP 生效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尤
其是日、韩企业，与中亚、东欧以及欧洲各国
的进出口货物，会选择青岛为转口港，以陆海
联运为主要运输方式，RCEP 试验基地与上
合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的
联动将越来越紧密。”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
管理局投资促进运营部部长、市北区投资促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隋淼介绍，
RCEP 试验基地正在争创 RCEP 山东经贸合
作示范区，与上合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青岛片区互为犄角，在区位上形成“品”字
结构，将共同打造环胶州湾国际合作新平台，
助力青岛打造 RCEP 经贸合作示范城市。
厚积薄发，笃行致远。无疑，站在新一轮
高水平开放最前沿的青岛，对外开放的维度
将越扩越广，用全球视野进行产业布局的山
东国际航交所，未来可期。

文明就差这一点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电摘登
回音壁

■ 孟 庄 路 31 号 小 区 违 建 房
养家禽问题已解决
收到市民反映后，大港街道
立即赶赴现场查看，确实存在相
关问题。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联合孟庄路 31 号小区物业公司，
责令当事人清理饲养的鸡鸭，并
先自行拆除违建。当事人同意在
两日内自行处理，物业公司将督
促当事人彻底清理。街道将对整
改情况持续跟进，确保整改实效。

■嘉定路与鞍山一
路交叉口垃圾清运车作
业时间已调整
收到市民反映后，市
北区城管局立刻联系当
事人了解情况，经查该小
区的垃圾收运单位为东
海岸物业，已督促东海岸
物业调整作业时间，将原
来凌晨 3 点左右清运改
为晚上 11 点。

■市民反映 1：
市民李先生反映，
市北区瑞昌路 201 号
滨海一号小区1号楼是公租房，
1单元、
2单元
均存在房屋漏水问题，要求协调维修，且
室外公共阳台水泥地面破碎，要求处理，
请责任部门落实处理并答复。
■市民反映 2：
市民殷先生反映，自己是市北区敦化
路与连云港路交会处青岛财富地带 2 号楼
16 楼青岛恒贝尔电商公司的员工，和公司
签署了劳务合同。最近离职，公司拖欠了
自己从今年 5 月至 6 月的工资，约 3000 元
左右，要求有关部门协调尽快发放。

城市更新更美

打造全感知、
全链接、
全场景、
全数据的
“智能青啤”

“青啤小镇”项目建设正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纪姗姗

近日，市北区青啤·静澜山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二十多台施
工机械机器轰鸣，几百名工人忙碌在工地各个角落，现场施工紧张
而有序。
青啤·静澜山位于劲松四路以东、劲松五路以西、规划同德路
以北，是青岛市 2022 年重点工程项目。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27.22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商业商务、高档酒店、特色啤酒产业
和高档人才住房等。目前，项目土石方及边坡支护工程已基本完
成，2 号楼、3 号楼已达正负零以上，预计 2024 年 12 月竣工。项目
建成后，将汇集青啤大数据、新品研发等功能，利用数字化技术构
建全链条、端到端的数字生态，打造全感知、全链接、全场景、全数
据的“智能青啤”。
“今夏青岛多雨水给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连续暴雨导致基坑
存水，原计划一个基坑配备 5 台抽水泵，现在必须增加到 10 台甚至
20 台，才能确保施工进度不间断。”青岛玖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综
合部负责人于洋介绍，
“ 在保证质量及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合
理安排钢筋工、零工、模板工等各工种人力数量，全力推进施工进
度。相较原施工计划工期节点，我们提前两个多月完成了土石方
施工。高峰期每日工程量约 2.5 万方，达到市区土石方工程日产值
极限。”
据了解，项目共有 21 栋楼宇，其中 11 栋楼座规划为住宅和人
才住房，3 栋规划为商务酒店、商业办公和社区服务中心，7 栋规划
为时尚商街。同时 ，记者了解到 ，项目南侧规划的同德路预计
2023 年打通，毗邻同德路将建 9 班制幼儿园和占地约 16 万平方米
的山体公园。项目北侧将以全国知名连锁品牌“TSINGTAO1903
社区客厅”为核心，将地方美食与青啤文化相融合，打造特色时尚
商街，包含啤酒精酿工坊、特色餐饮、演出活动、全景体验等，将充
满时尚、活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啤酒文化融入城市和生活之中，
更好地满足市民现代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作风能力提升
构建“5+4+2”清廉建设体系

市北
“行业清廉”
建设走向纵深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刘弋畅

“我将始终秉持师德为先的育人理念，严格自我约束，做一名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人民教师。”
近日，在青岛富源路小学的清廉文化主题长廊上，一名青年教师在
“我话清廉”活动中动情地说道。
今年以来，市北区大力推进清廉建设工作，在市委总体部署的
基础上，区委印发《关于推进清廉建设的实施方案》，选取群众关切
度高的 11 个领域重点推进，教育正是重点领域之一。
“为推动清廉建设融入全区，着力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社会清朗浓厚氛围，我们将 11 个领域进一步细分为行政、
民生和执法 3 个清廉单元，以单元引领带动全域推进。”市北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孙健介绍，行政清廉单元包括区直
机关、基建、财政资金、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企业 5 个领域；
民生清廉单元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基层组织、食品药品 4 个领域；
执法清廉单元包括政法与仲裁、综合行政执法 2 个领域，形成“5+
4+2”清廉建设体系。同时，制发“任务清单”
“ 样板清单”等，系统
规划各清廉单元全年任务目标，明确派驻机构专题调研、跟踪督查
等监督路径，并从廉政风险防范、加强品牌建设等角度，梳理形成
工作成果集，推动清廉建设走向深入。
目前，市北区各清廉单元示范样板已初见成效。在行政清廉
单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行“首席审批服务官”制度，促进审批事
项由“一枚章”集权向“一件事”集成转换提质，打造“规范高效•廉
洁便民”品牌。在民生清廉单元，区教体局以长沙路小学和淮阳路
小学为样板，组织教师签订拒绝有偿补课承诺书等，完善廉洁从教
制度，
开发廉洁教育校本课程等，
打造
“清廉校园”
品牌；
区卫健局在
市北区人民医院打造“风清气正，厚德精医”廉洁品牌，开展治理医
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完善医疗购销和医疗卫生服务管
理轮岗制度，签订医患双方拒绝收送红包承诺书等，推动廉洁从
医。在执法清廉单元，区委政法委完善“干警廉洁办案制度”，编制
政法领域警示案例，制作《中国历代监察法律制度图解》廉政长图；
区仲裁院选聘廉政监督员，建设“清风仲裁廉政教育馆”等，持续营
造清廉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