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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版式总监 于

“23个日夜、11个国家、24个城市、空
中 6 万多公里、驱车 6000 多公里，见客
户、见合作伙伴、见海外的大学研究所，
新增 1000多万元欧洲订单，虽辛苦但很
充实。”最近刚回国的彼图科技 CEO 刘
攀感慨道。这段日子，众多青岛外贸企
业通过政企合力，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拼
经济，稳订单，努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
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事实证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是
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随着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全国各地迎来“拼经济”的
时刻。连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
纷纷组团“出海”，与国外客商洽谈，山东
也将在本月中旬起组织企业赴日本、韩
国、东盟等市场加强贸易对接。时值岁
末，承上启下，对于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市
场主体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窗
口。抓住机遇，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
来，是方方面面的迫切愿望。

“出海抢订单”是以实际行动提振信
心，以“拼”促“稳”。对于企业来说，“信心
比黄金还重要”。过去的日子，新冠肺炎
疫情和国外环境复杂多变，给众多中小企
业带来了很大冲击。而今，这股主动“出海抢订单”的热
潮，让人们热血奔涌，仿佛看到了千帆竞渡、万木争荣的场
景。这种形式不仅便于与外国客商面对面交流，争取订
单，还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当前市场需求以及全球产业链
的新动向。这方面，青岛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市南区出台
一系列扶持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出海”，同时借助中国-上
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等平台机构，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
窗口，促进外贸进出口。彼图科技、青岛开创食品等企业，
都在海外拿到了大量订单。通过“拼经济”，既稳定了企业
订单，也稳定了人心，让人们的信心和预期快速修复，为明
年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出海抢订单”的背后，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
和服务能力。在企业困难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是市场
经济对政府部门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
有之义。越到关键时刻，越需要相关部门挺身而出，真正
以企业为中心，优化营商环境，跑出改革创新“加速度”，
为企业带来“及时雨”。比如，12月1日至8日，为了抢抓
争创 RCEP山东经贸合作示范区机遇，进一步筑起与日
韩之间沟通对接的桥梁，市北区组织代表团出海赴韩国、
日本开展招商推介，搭建政府、商协会、企业投资合作策
源平台，为广大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除此之外，青岛
一直注重为企业赋能，通过组织企业学习 RCEP原产地
规则、政策解读等，增强企业海外出击的能力。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我们为城市活
力复苏而欣喜，也要遵守最新防疫要求，做好自身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只要拿出只争朝夕的“拼劲”抓经济促发
展，我们就一定能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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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12月13日讯 今天，市科技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印

发《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以最高 100
万元的支持力度，鼓励面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
略性、前瞻性科学问题，展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科学
前沿探索，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科学技术基础支
撑。根据《办法》,市自然基金项目将采取竞争择优、事前资助
的方式组织实施，项目分为青年项目、原创探索项目、重点项
目、联合基金项目等类型。

青年项目支持未获得过国家、省、市等各级科技计划项目
资助且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科技人员自主选题、自由探索，旨
在培育基础研究后备队伍，每项支持额度不超过 10万元；原
创探索项目瞄准科技前沿，着眼全市原始创新总体布局，激励
源头创新，促进相关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提升我
市基础研究整体水平，每项支持额度不超过 25万元；重点项
目聚焦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共性技
术难题，推动若干科学前沿或符合我市战略需求的重要领域
取得突破，每项支持额度不超过 100万元，鼓励产学研“联合
资助”；联合基金项目，主要是由市级财政与联合资助单位（出
资自然人）共同提供资金，在约定的学科领域支持需求牵引、
应用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引导形成全社会多元化投入
支持基础研究工作的格局，支持额度“一事一议”，财政支持比
例原则上不超过50%。

青岛首次设立
自然科学基金

最高支持100万元，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
和科学前沿探索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本报12月13日讯 今天，青岛市市内四区转业军官集

中报到工作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启动，近
150名以转业方式安置的军官将在 15日前陆续报到，并办理
相关手续。

本次报到采取预约办理和全程导办帮办的方式，为转业
军官提供“一站式+一网通办”服务，将报到手续办理时间缩
短到了 10 分钟。此外，报到现场还为每名转业军官准备了

“荣归”留念礼包和大红花，发放“荣归”报到手册及“荣军卡”
“优待证”等政策宣传折页，方便转业军官第一时间了解相关
优待政策。

报到完成后，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还为转业军官设计了
“返乡第一课”活动，做到全员覆盖、不漏一人。“返乡第一课”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通过带领退役军人
重温入党誓词、军人誓词，观看主题教育片等活动，让退役军
人亲身感受“荣军先锋”党建品牌统领下的“荣军矩阵”建设，
全面了解退役军人工作，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荣誉感、责任
感、使命感，激励退役军人秉承部队光荣传统和过硬作风，积
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为青岛发展再立新功。

“我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永葆军
人本色，带着在部队锤炼出的优良品格和坚强意志，在以后的
工作岗位上继续坚定不移听党指挥，发挥好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为家乡和人民再立新功。”转业军官冯威说。

创新“一站式+一网通办”模式，报到流程
缩短至10分钟

青岛2022年度转业军官
集中报到工作启动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本报12月13日讯 近期，随着国家不断

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全国各地纷纷开
始赴海外抢订单。青岛早已开始行动，派出代
表团出国开展招商引资、经贸洽谈等活动，帮
助企业“走出去”抢订单、拓市场，稳定发展信
心。日前，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军，市委常
委、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区委书记孙永红，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栾新分别带队赴上合组织
国家及日本、英国、法国等走访交流，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成果。

10 月末至 11 月初，刘建军率上合示范区
代表团先后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走访，在莫斯科、阿拉木图、塔什干举行了
3场专题推介会，推动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在
物流、贸易、投资、金融、科技与教育培训等方
面的合作。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的推介会上，
上合示范区-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园
中园揭牌，青岛上合控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
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合示范区与俄联邦协和国际大学共同签署
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与俄联邦协和
国际大学“Doing Business with Russia”中国

跨国精英人才培训MBA合作协议。在哈萨克
斯坦期间，代表团在阿拉木图举办了青岛市及
上合示范区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办了中国-
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哈萨克斯坦分中心揭
牌仪式，并签署了有关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上
合示范区为平台，在大数据、数字金融、跨境电
商、绿色基建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在乌兹别
克斯坦举办的推介会上，青岛上合控股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双园互动”深化双方产业
合作；双方将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合作网

络，推动更多乌方企业、商协会与上合示范区建
立直接贸易渠道，提升地区贸易规模与水平。

10 月中旬，孙永红带领西海岸新区考察
团，赴日本东京考察和拜访企业，深化合作事
宜、推进重大项目。考察团先后拜访了日本显
示器株式会社、爱发科株式会社、日立造船株
式会社、欧力士集团等企业，主要围绕半导体
和光电显示产业领域开展考察，推动双方优势
互补、实现共赢。此次考察活动坚定了日本各
大公司投资中国、投资青岛的信心，签署了一
系列合作协议，有力促进了重大项目的落地。

此外，考察团一行还考察了日中科学技术文化
中心、幸惠株式会社、日本青岛工商中心。

近日，栾新率领青岛高新区代表团先后访
问了英国、法国的5个城市，组织开展了9场面
对面的交流洽谈，对接多个跨国项目。在英国
伦敦，代表团走访阿斯利康全球总部，围绕已
经落地的阿斯利康吸入气雾剂工厂项目、区域
总部项目的后期推进工作展开深入讨论。总
部同样位于伦敦的埃地沃兹是根植青岛高新
区 10 年的“老朋友”，前不久刚刚与青岛高新
区签订埃地沃兹青岛真空泵项目三期框架协
议，双方围绕扩大投资、推动更加深入合作展
开洽谈。代表团还走访了位于英国萨里的海
克斯康集团，深挖海克斯康作为全球精密仪器
仪表领域领军企业的资源，推进海克斯康集团
及关联企业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在法
国巴黎，代表团走访了在全球发电及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企业阿尔斯通公司，双方
此前已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通过洽谈更坚定
了对于未来合作的信心。代表团还考察了位
于法国敦刻尔克的阿斯利康灌装工厂，其工厂
布局、生产能力和设计模式对青岛高新区来
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青岛多路代表团海外“找”项目“抢”订单
市领导带队分赴上合组织国家及日本英国法国等对接企业推进合作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孙 欣
本报12月13日讯 软件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近日印发的

《2023 年青岛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智强
链”专项行动计划》中了解到，青岛计划到
2023年底，全市软件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元，
引进培育 10 家以上行业引领性的软件企业，
打造3个以上工业软件集成开发平台，培育30
个以上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
100个以上首版次高端软件等优秀软件产品，
进一步提升软件业规模和创新实力。

工业软件和嵌入式软件是青岛软件产业
的特色所在。行动计划提出，青岛将充分发挥
卡奥斯、海克斯康、华正信息等头部企业技术
优势，突破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推动工业软
件数字化、智能化、云化发展，加快在制造业全
流程的开发应用。支持鹏海软件、弯弓信息、
奥利普等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工业软件自主创

新，提高软件适配能力，增强工业软件供给。
针对嵌入式软件，重点瞄准智能家电、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开展开
发和应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

蓬勃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推动软
件业“革新”。行动计划明确了青岛明年在新
兴软件领域谋划布局的重点方向——推进软
件与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依托歌尔、以萨、创新奇
智、基础电信运营商等行业领军企业，开展集成
应用创新。同时，依托国家海洋实验室、自然资
源部海洋一所、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青
岛创新示范中心等科研院所，推动卫星互联网、
海洋物联网、量子通信等未来产业加快落地。

此外，青岛还将在提升平台软件发展能
级、培育开源软件众创生态、引领海洋软件创
新发展等方面发力，加快塑造产业特色新优
势。明年全年，新培育或引进 10 家特定行业
特定领域平台；培育 10 个海洋软件优秀产品

和应用案例。
行动计划对青岛软件产业的空间布局也

作出了优化部署。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
山区、西海岸新区将依托现有较成熟的产业园
区，打造产业主导型软件产业集群。其中，市
南区构建以高端软件为基础支撑，元宇宙内容
制作为地标引领，人工智能、数据服务、通信卫
星、集成电路为前沿突破的“1+1+4”软件产业
体系；市北区围绕新兴软件、平台软件等，发展
高端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李沧区重点发展新兴
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崂山区发展工业软件、嵌
入式软件、新兴软件、平台软件和海洋软件；西
海岸新区重点发展嵌入式软件、行业应用软件
等。根据行动计划，产业主导型软件产业集群
到明年底总规模将达到2700亿元。

城阳区（含高新区）、即墨区、胶州市突出
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布局一批投资额度大、引
领带动强、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紧密的软件
产业项目，打造产业相互融合、业态丰富多元、

发展要素完备的重点支柱区。平度市、莱西市
突出转型发展、特色发展，加快推进软件赋能
重点行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网络化提升、数字
化转型，建设发展特色鲜明、应用场景广阔、转
型升级明显的产业拓展区。

据悉，青岛作为继福州、厦门、苏州、武汉
后全国第五个中国软件特色名城，近年来持续
发力软件业发展，产业势头良好。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市产业规模达
2900 亿元，同比增长 20.3%，增速位列副省级
城市前茅。今年以来，青岛加快建设国家特色
化示范性软件学院、青岛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新增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3个、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2个、省软件工程
技术中心 19个、省首版次高端软件 134个，获
评省优秀软件企业 11 家、省优秀软件产品 29
个。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5%，高于全省 1.1 个
百分点。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专项行动计划

2023年：青岛软件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通讯员 贾慧媛 文 / 图

本报12月13日讯 今天，由市委宣传
部、青岛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办，崂山区委
宣传部、崂山区人民武装部、崂山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承办的“国殇勿忘、吾辈自强”第九
个“国家公祭日”青岛市纪念活动在崂山区
烈士陵园举行。大家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
献鲜花，表达哀思祈愿和平，从历史中汲
取奋进力量。

在即墨区，各界代表来到革命烈士纪念
馆，向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缅怀英烈，悼念
死难同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继承和发
扬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爱国
主义精神，不忘昨天的苦难辉煌，肩负起时
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上午，青岛
党史纪念馆红色宣讲员走进青岛北仲路第
一小学，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为题，为全校千余名师生宣讲
国家公祭日主题党史课，将生动的爱国主义
和理想信念教育送进课堂，激励青少年铭记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第九个“国家公祭日”

青岛举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铭记悲壮历史 汲取奋进力量

▲青岛北仲路第一小学开展国家
公祭日主题教育活动。

◀公安干警代表向革命烈士纪念碑
敬献鲜花。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傅 军
本报12月13目讯 临近年终岁尾，A股

市场缩量震荡趋势加剧，但上市青企却展现出
强劲“抗跌性”。记者自市金融局获悉，自 11
月 29日以来的多个交易日，青岛 62家 A 股上
市公司总市值均居全省城市首位，量质齐升成
资本市场“青岛军团”的突出亮色。

相关统计显示，11 月 29 日，青岛 62 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7832.19 亿元，为今年
下半年内首次跃居全省榜首，此后11月30日、
12月1日、12月2日、12月5日、12月6日、12月
8 日、12 月 9 日、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9 个交
易日，青岛一直稳坐全省 A 股上市公司市
值“头把交椅”。至 12 月 13 日收盘，青岛 62
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7857.59 亿元，烟台
为 7851.72 亿元，“青岛军团”位列市值前三
名 的 分 别 是 海 尔 智 家 、青 岛 啤 酒 与 青 岛

港，市值分别为 2239 亿元、1203 亿元和 349
亿元。

上市公司市值意味着资本对企业发展优
势与市场竞争力的认同，是资本观察城市的重
要切口。自 2020 年以来，上市青企数量不断
增多，2020年，伴随着威奥股份、酷特智能、高
测股份、森麒麟等企业的上市，青岛上市公司
数量首次跃居全省首位。但同时，上市青企在
市值指标上却多数时间未能拔得头筹。截至
2021年底，青岛A股上市公司为57家，总市值
8585.47亿元，烟台A股上市公司虽然为45家，
但因有万华化学这样的鲁股市值龙头股，总市
值达8724.97亿元。

今年以来，在上市公司“新生代”不断加
入以及“老面孔”做大做强等因素的相互叠加
下，“青岛军团”在市值方面不断实现新突
破。相关数据显示，至 12 月 13 日收盘，青岛

2022 年新增的 5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226.36
亿元，占“青岛军团”总市值比重超过 2%。此
外，虽然今年以来 A股市场整体下跌，青岛制
造业上市公司却展现出了较强韧性，至 12 月
13 日收盘，青岛 44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值下
滑 766.94亿元，下滑幅度远低于全省、全国同
类板块。

不仅仅是市值指标，营收与利润指标更能
体现上市公司发展质量，在这方面，“青岛军
团”表现同样可圈可点。青岛 62 家 A 股上市
公司发布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青岛
辖区境内上市公司营收合计 4267.70亿元，同
比增长约 11%；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333.33亿元，同比增长约12%。62家上市青企
中，43 家公司营收增长，占比 69.35%；38 家公
司净利润增长，53家公司实现盈利，整体盈利
面 85%。62 家上市青企中，7 家营收过百亿

元，7家净利润过十亿元。
今年以来，我市将推动企业上市作为金融

助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建立企业
上市合规证明工作专班、上市和拟上市企业

“白名单”等十项工作机制，企业上市生态持续
优化；深化与各交易所务实合作，落地北交所
山东省首家服务基地，与上交所、深交所合作
在青举办资本市场培训活动；对重点拟上市企
业开展“一对一”问诊把脉，加快推进企业上市
进程。截至目前，青岛今年新增创新奇智、泰
德股份、科捷智能、国新健康等上市及过会企
业12家，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全市境内外
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78 家，稳居全省首位。我
市还精准建立442家重点拟上市企业后备库，
目前青岛在证监会及交易所待审企业 11 家，
在证监局辅导企业 21 家，形成上市梯队良性
发展格局。

青岛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跃居全省首位
量质齐升成资本市场“青岛军团”的突出亮色

■上合示范区代表团先后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走访，
举行了3场专题推介会，推动双方在物流、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合作

■西海岸新区考察团赴日本东京先后拜访了日本显示器株式会社、爱发科
株式会社、日立造船株式会社、欧力士集团等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青岛高新区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的5个城市，组织开展了9场
面对面交流洽谈，走访对接了阿斯利康、埃地沃兹、海克斯康、阿尔斯通等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