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二版）到 2025年，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均达到1万家。

第四，建设新兴产业专业园区。聚焦十条新兴产业链，加
快 15 个专业园区建设，打造产业优质资源集聚地和创新高
地。每个园区都按照1个工作专班、1个发展规划、1套综合政
策、1支专业招商队伍、1支产业基金“5个1”机制推进，建好专
业化配套设施，依托龙头企业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促进产业
集聚集约发展。力争到2025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希望通过上述措施，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打造现
代产业先行城市，塑造实体经济发展新优势。

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香港商报记者：青岛是国家沿海开放城市、山东对外开放

的桥头堡，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近年来，又成功举办了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重大国际活
动，还拥有上合示范区、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等重大
开放平台，请问青岛是如何发挥开放优势，不断实现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谢谢。

刘建军：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作为中国开埠较早的
城市之一，青岛立于开放、兴于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十年间，青岛外贸进出口额连续跨越4个千亿
级台阶，2021年达到8498亿元；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61.7
亿美元，居副省级城市前列。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打造开放平台。这十年，我们紧紧抓住上合示
范区、中国（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国家战略平台获批
建设的重大机遇，努力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平台载
体。上合示范区获批建设三年来，坚持“一核引领、全域联
动”，加快建设区域物流中心、现代贸易中心、双向投资合作中
心、商旅文交流发展中心。上合示范区核心区已集聚贸易主
体1700余家，引进培育上合跨境贸易服务中心等10个贸易平
台，2021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61.8%。中国（山东）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挂牌三年来，加强首创性、集成性、差异性探
索，形成创新成果226项，有29项在全省推广，外贸、外资均实
现两年翻一番，连续两年获评“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园
区”。同时，12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RCEP青岛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基地建设加快推
进，链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高效便捷。

二是着力深化经贸合作。我们坚持稳规模、提质量、促创
新，推动经贸合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外贸创新发展方面，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突破2.2万家，跨境电商进出口实现跨越式
增长，服务贸易突破千亿元大关。双向投资合作方面，世界
500强企业在青投资项目达到374个，实有外资企业达到1.4万
户，对外投资覆盖全球 112 个国家（地区）。重大活动举办方
面，成功服务保障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青岛
的国际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

三是着力拓宽开放通道。我们高标准建设立体化开放通
道，加强海陆空铁“四港联动”，被国家确定为“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海运通达全球，青岛港航线数量和密度稳居中
国北方港口首位，国际航线达200余条，在沿黄流域布局了30
个内陆港。民航跨越提升，山东首座 4F级机场——青岛胶东
国际机场建成投入运营。铁路公路提质升级，济青高铁、青盐
铁路等建成通车，形成“三纵四横五连”高速公路和“三环十射
九横十纵”国省干线公路网，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等干
线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省首位、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四是着力优化开放环境。我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方向，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政策供给方面，实施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行动，出台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政务服务方面，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推出“无感审批”“不见面审批”
等业务。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青岛营商
环境整体水平持续争先进位，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RCEP与“一带一路”机遇，发挥重大
开放平台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努力让青岛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步伐越走越实。

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青岛日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李沧上流佳苑社区

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当前，青岛正在实施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请问青岛
是如何考虑的？有哪些重点措施？

刘建军：谢谢您对青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关
注。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理念，推动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今年年初，我们
启动实施了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一是让交通出行更加顺畅。谋划了总投资 2911 亿元的
174个交通设施项目，全面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着力畅通城
市内部交通循环，2021年以来成功打通未贯通道路50余条，一

批重点市政工程提速建设，一批标志性工程加紧推进。着力
打造“轨道上的青岛”，正在加快建设总里程219公里的11条地
铁线路，建成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过500公里。

二是让城市环境更加优美。结合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扭住城市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多措并举、标本兼治，营造
让本地居民舒心、让外地游客向往的洁净优美城市环境。环
卫方面，推进环卫行业全时段、全流程、全链条、全覆盖监管，
全市城市道路保洁总面积达到 8780万平方米。拆违方面，今
年年初摸排的存量违建已全部清零，新生违建防控网络逐步
织密，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市建成区存量违建基本清零。治乱
方面，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十乱”问题治理，长效推进市容秩
序整治。增绿方面，加快推进 60个山头公园整治，实施“见缝
插绿、拆违增绿、拆墙透绿”等工程，着力打造公园城市。

三是让老旧城区更具活力。计划用三年时间，改造 1000
个城镇老旧小区，启动改造73个城中村，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
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和主城区内的城中村改造。今年，启动
了29个城中村拆迁和318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坚持把旧城
旧村改造与产业布局调整结合起来，以 10个低效用地片区开
发建设为契机，规划建设一批新兴产业专业园区，加快实现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四是让历史街区更富魅力。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

城市更新建设中，我们将历史街区保护作为工作重点，坚持规
划先行，按照“分层规划、精准发力、逐一攻破”的策略，夯实了
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到建筑单体三个层级的保护规划体
系。坚持保护性更新，推行“一房一档”“一路一档”，对里院、名
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实施整体性修复，努力实现“建筑可阅读、街
区可漫步、城市可记忆”。坚持既传承文脉，又丰富业态，积极
导入“老建筑+新消费”“原场景+新体验”等新业态新场景，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前来“打卡”。今年以来，历史城区75个商旅文新
项目开业运营，百年中山路焕发新活力，成为青岛旅游新热点。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已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集中
力量、攻坚突破，努力推动城市面貌实现新变化，城市品质实
现新提升，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不断
迈上新台阶。

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当前，各个城市都在竞相推动数

字化发展。我们了解到，青岛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力度很大，在
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1 中国数字城市百强榜》中，位居全国
第6位。请问青岛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

赵豪志：谢谢您对青岛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关注。近年来，
我们把数字化转型作为青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系统
性的工作来推动，不断推进各领域数字变革创新，以数字赋能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数字青岛。

一是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
业化。在加快产业数字化方面：立足青岛传统工业优势，创新
实施“工赋青岛”行动。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之都，海尔卡奥
斯 4次蝉联国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一位，新能
源汽车、纺织服装、啤酒饮料等40多个特定行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加快发展，海尔、青啤入选全球“灯塔工厂”。推动数字赋能
百业，近年来每年推动 1000 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从 2012 年的 56 提高到 2021 年的 93.4。
在加快数字产业化方面：加大力度布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集成电路、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引进了芯恩、
歌尔、京东方等一批龙头骨干企业，规划建设了一批专业产业
园区。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人工智能企
业超过500家。被评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全市软件产业规模
达到2900亿元、十年增长5.5倍。

二是不断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
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

“一网通办”改革，加快审批事项全程数字化办理，依申请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100%。提升“一网统管”水平，建成
城市云脑和全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正在加快构建数字化一
体化城市管理体系。提升数字便民水平。以服务群众需求为
导向，深化“政务服务一件事”和“城市运行一个场景”“双 12”
改革，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群众爱用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比
如，我们推出“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打通学生入学各个环
节，实现“零跑腿”报名入学。我们正推进“全市一个停车场”
场景建设，努力实现具备条件的车位全部入网共享，今年将链
接停车泊位30万个以上，有效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三是全面夯实数字基础底座。坚持适度超前，统筹布局5G
基站、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入选了全国首
批5G试点城市和首批千兆城市。开通运营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开通5G基站2.8万个，数量居全省第一。目前正在积极
争取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加快建设国际信息通信枢纽。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数字青岛建设，用数字为
经济赋能、为民生提质、为治理增效，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整理

2022年9月28日 星期三

3

主编 刘 岱 美编 李 飞 审读 沈寒冰 排版 韩 婷

（上接第一版）回顾这片土地实现的历史性跨越，倾听她律动的
脉搏和朝气的呼唤。

十年，在历史的洪流中只是一瞬，却足以让一座城市的梦
想生根发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青岛视察并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为青岛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情深似海，厚
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奋
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提供了总遵循、总定位、总航标。

沧海为证！这是最好的十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发展的矛盾问题，
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办成了许多事关全局和长远
的大事要事。

发布会上，赵豪志用七个“历史性”概括了青岛非凡的
十年。

数字忠实记录着十年刻度中的每一个坐标：全市生产总值跨
越8个千亿级台阶，突破1.4万亿元；全市建成区面积达到964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突破千万，跻身特大城市行列；全市货物进出口总
额增长84.3%，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到591亿元、占全省39%……

“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的
责任感历久弥坚：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等
干线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省首位、全国同类城市前列；营商环
境整体水平持续争先进位，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光明日报青岛记者站站长刘艳杰在青岛工作已有 20 余
年。近十年来，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青岛正以一往无前的自
信与担当昂扬奋进。发布会上，她首先提问：“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提出了‘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青岛打算怎么做？”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青岛的重
大任务，是青岛的时代使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把青岛放在新
发展格局和新的历史方位中审视和谋划，明确了建设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具体目标，就是打造‘六个城
市’。”赵豪志说。

持续深化改革，城市能级不断跃升

“这十年，是新旧动能转换纵深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历史性跨越的十年，”赵豪志说，“我们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交出了一份经济发
展的合格答卷。”

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新旧动能转
换这个“牛鼻子”，走好具有青岛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年来，我们不断稳投资、扩内需、增后劲、强活力。把壮
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24条重点产业链，智能家
电、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新能源
汽车、食品饮料等7个产业集群规模超千亿，“四新”经济、海洋
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均突破30%，一批“国字号”研发平
台落地投产，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占全省27%……

实体经济一直是青岛的立市之本、强市之基，现在，新兴产
业领域正在涌现一批“新金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筑牢
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围绕
落实这一部署，青岛实施了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全面
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互联网处处长周林表示，将以此为
契机，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为主线，推动5G、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等新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
主阵地，梯队培育全国领先的数字领航企业。提高工业互联网
平台普及率，加速释放数字红利，健康发展平台经济，加快做强
数字经济，聚力打造“工赋青岛 智造强市”新名片。

“发布会上几次提到了即墨区的产业和项目，我们感到光
荣且责任重大，”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徐永全说，“我们
将全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聚力构建以海洋经
济为特色、数字经济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
配套的链群化、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扛牢“国之重任”，城市发展活力大幅提升

党中央赋予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等一系列“国之重任”。
2019年，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致贺信，郑重宣誓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十年来，我们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青岛外贸进出口
额连续跨越 4个千亿级台阶，上合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山东
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29项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

俄罗斯山东同乡会执行会长谢正宾全程收看了发布会直
播，他在评论中写道：“作为对外开放企业，非常幸运能够赶上
这个重大机遇，为青岛点赞！”谢正宾说：“近几年来，我们的对
外贸易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同外国各要素的联系也越来越密
切。特别是上合示范区落地，为青岛增添了新的动力引擎，青
岛有实力、有责任当好‘高地中的高地’。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
台将我们企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青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发布会上，“经略海洋”成为大家
普遍关注的话题。刘建军介绍，海洋是青岛最大的特色和优
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始终把
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争当海洋强国、海洋强省建
设的排头兵。2021年，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超过30%，达
到4685亿元，居全国沿海同类城市首位。

听到这里，正在实验室收看直播的自然资源部海洋一所海
岸带科学与海洋发展战略中心主任刘大海放下了手中的工
作。作为海洋领域的科研人员，也是十年间青岛海洋事业发展
的亲历者，刘大海振奋不已。“当前，青岛已迈入海洋3.0时代：
海洋科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航
运贸易能级稳步提升，海洋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搭建起了国际
海洋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刘大海说。

增进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成色更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李沧上流佳苑社区时强调，城市是人
民的城市。这十年，青岛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理念，脚踏实地为群众谋实事、办实事，民生福祉
持续增进。今年年初，青岛启动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不断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
上流佳苑社区党委书记李存业和社区居民一同收看了发

布会直播，看着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成绩单”，望着见山透海、推
窗见绿的社区环境，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考察期间，
总书记最关心的就是民生，最牵挂的就是群众。这些年，社区
的面貌每年都有新变化，不但经济水平大幅提升，居民们心气
也更高了。”李存业说，“我们将时刻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提升
为居民服务的水平，打造居民幸福的大家园。”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青岛十年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来自于哪里？

是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 54万人，建设筹建保障性住房
10.4万套，“安居乐业”的梦想成为现实；

是6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省定贫困村、市定经济薄弱
村镇全部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

是教育经费年均增长 10.4%，医疗床位数年均增长 6%，城
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基本实现；

是5000余个文明实践中心全域覆盖，111座博物馆、“十五
分钟文化圈”“八分钟健身圈”让城市软实力提档升级；

是空气质量连续两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9%，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变化。

……
一系列可感知、可触摸的民生实事，构建起“稳稳的幸福”。
回顾十年历程，我们深切感受到，青岛取得的一切进步、一

切成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倡树实践实干
实绩的鲜明导向，锻造高素质“实干家”干部队伍，为各项事业
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非凡十年，前波浪伏后波起，时代的考题一道道摆在青岛
的面前。站在新的起点，青岛正以赶考的清醒和决心，锚定“走
在前、开新局”，向着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奋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中共青岛市委“山东这十年·青岛”主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