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上半年青岛市
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
200多名新兵奔赴火热军营报效国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 博 通讯员 王竹善 包正飞
本报3月16日讯 参军无悔报国志，又是一年送兵时。

16日上午，2023年上半年青岛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青岛火
车站举行。200 多名入伍新兵身着崭新迷彩服，满怀雄心壮
志，奔赴火热军营。市委常委、青岛警备区司令员刘尧出席并
讲话。

仪式上，青岛警备区、市政府向入伍新兵致以殷切期望，
希望他们胸怀报国之志，牢记民族复兴重任和强军之责，用新
时代青年的抱负追求，逐梦前行、奋发有为，争当时代的先行
者、固防戍边的守护者。练就过硬本领，在部队的岗位战位上
严训实练、自我挑战，切实成长为军队建设的栋梁之材。崇尚
军人荣誉，不忘使命任务、传承红色血脉，勇创佳绩、勇立新
功，持续擦亮“青岛兵”品牌，为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增
光添彩。

市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我市主要以征集大学
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类大学毕业生为主，适当征集一部分大
学在校生和高中学历青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各级
各部门高度重视，多管齐下强力推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有效激发了广大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全市各级严把体检、政
治考核、审批定兵等关口，确保了今年上半年我市征兵任务的
圆满完成。

根据起运计划安排，我市上半年新兵于3月16日至18日
分青岛站、青岛北站和青岛西站组织起运，分别前往北京、江
苏、湖北、湖南、新疆、西藏等地，投身国防报效国家。

青岛新经济企业
赴成都对标提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本报3月16日讯 15日，青岛市新经济赛道企业对标提

升系列活动在成都启幕，同步启动青蓉新经济赛道企业服务
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刚出席并致辞。

此次活动由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主办，青岛市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中心和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现场，
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将更好地为青蓉两地新经济赛道企业提供技
术、产业、资本、人才等全方位服务。青松资本、青岛中开院孵
化器、工商银行成都分行和成都产业数字化促进会 4家新经
济优质服务机构现场推介，青岛浩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光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天府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等6家新经济企业联袂路演，更好地链接青蓉两地资源。

据介绍，今年青岛聚力打造“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发展、新
经济高成长企业快速崛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领军标
杆企业倍增壮大”四条培育赛道，组织重点赛道企业走入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圈进行对标提升，推动青岛市新经济
高成长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都是 2023年青岛市重点赛
道企业对标提升系列活动的首站。

第二十三届中国
青岛梅花节开幕

将持续至4月16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本报3月16日讯 梅花绽放春意浓，踏青赏梅正当时。

16日上午，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岛梅花节在李沧区十梅庵·青
岛梅园开幕。梅花节是以梅花为媒介，集花卉鉴赏、旅游休
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特色性节会，本届梅花节将一直持续到
4月16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崔作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踏青”“研学”“潮玩”“文艺”“美食”
五大别具特色、丰富多样的主题春季旅游路线。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非遗市集，现场展示李沧特色非遗和手造文化。

本届梅花节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旅局、李沧区政府主
办，李沧区委宣传部、李沧区文旅局、李沧区商务局、李沧区湘
潭路街道办事处承办，共设有“梅园主体活动、特色商圈活动、
线上参与活动、梅花特色产品”四大主题活动。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本报3月16日讯 为发挥现代服务业

项目建设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赋能保
障作用，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青岛市
2023 年服务业重点项目名单，包含重点建
设项目和重点储备项目 2 张清单，共 140 个
项目，总投资 3106.8 亿元。其中，重点建设
项目 105 个，总投资 2259.3 亿元；重点储备
项目 35 个，总投资 847.5 亿元，预计年底前
全部开工建设。

从产业结构看，现代服务业项目引领着
青岛服务业的进阶发展。105个重点建设项
目中，七大现代服务业项目共77个，占比达
73.3%，数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文化旅游类
项目16个、软件和信息服务类项目15个、科
技服务类项目12个。以制造服务业为代表
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共 74 个，占比超过
70%，对产业融合发展支撑带动作用明显。
重点储备项目中七大现代服务业项目共 26
个，占比达74.3%，数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现
代商贸类项目6个、文化旅游类项目5个、现
代物流类项目5个。

从拉动投资的力度看，重点建设项目

中，年度计划投资400.5亿元，超出上年度建
设项目年度投资近 50 亿元。其中，文化旅
游类、现代商贸类、科技服务类年度计划投
资力度最大，分别为 77.3 亿元、65.3 亿元、
62.2 亿元。从项目总投资看，科技服务类、
文化旅游类、软件和信息服务类拉动能力
最 强 ，分 别 达 到 432.2 亿 元 、321.0 亿 元 、
296.4 亿元。重点储备项目中，现代物流
类、科技服务类、软件和信息服务类总投
资居前三位，分别达到 281.1 亿元、129.5 亿
元、100.0 亿元。

从区域分布看，区域优势产业集聚效应
凸显。重点建设项目中，崂山区、城阳区、西
海岸新区数量最多，分别为 21 个、19 个、16
个；城阳区、崂山区、胶州市项目总投资额度
最大，分别为490.8亿元、330.2亿元、298.9亿
元；胶州市、崂山区、市南区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力度最大，分别为 78.4 亿元、51.4 亿元、
50.0亿元。

作为年度服务业项目建设推进的“最强
阵容”，项目清单中不乏创新力活跃、产业融
合度高、带动作用明显的大项目。落地市南
区的元宇宙产业大厦建设项目，东临绿城深

蓝中心，西邻海天中心，总投资 14.45 亿元，
建成后将带动青岛元宇宙相关产业集聚和
创新发展。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引领性项
目，崂山区的复星ClubMed国际旅游度假项
目总投资 52 亿元，将瞄准世界一流打造国
际化家庭休闲度假目的地和乐活魅力阳光
海岸带。服务新兴产业突破发展，城阳区中
科（青岛）信息技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亿
元，将建设包含传感器集成、个性化定制共
享大厦等在内的智慧型科技园区。作为青
岛发挥陆海联动优势的重要载体，胶州市的
山东高速上合经贸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亿
元，规划打造多式联运综合服务平台、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形
成“物流+贸易+金融”产业聚集区。平度市
印象胶东·城乡融合文旅项目总投资 60 亿
元，将打造度假旅游综合体，并依托“农创平
度”品牌优势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加强建设项目调度、现场走访、督查督
导，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将
会同区市加强储备项目谋划，做好落地保
障，推进优质项目尽快签约落地、开工建设。

青岛发布今年140个服务业重点项目
总投资3106.8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占比超七成

道路、护栏、过街天桥等是城市的公共交
通设施，不仅代表市容市貌，更关系到千家万
户出行的方便和安全。如果这些设施损坏，

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维修？对于普通市民来
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但是，“文明青
岛随手拍”小程序的上线，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不再犯难。只要拍下现场照片上传到小程
序，剩下的交给城市管理智能系统就能搞定。

“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上线一个多月
以来，平台共收到报料14.75万条，有关“公共
设施缺损”的有效线索为 12555 条。这些天
不少市民发现，通过手机拍照上传小程序来
解决问题，高效又便捷。

“正阳东路南侧盛世景园小区路口东侧，
这儿的人行道上一根挡车柱倾倒，道板砖也

鼓起来了。”张先生家住城阳区，不久前他发
现小区门前人行道有破损情况，存在安全隐
患。“大家路过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就绊倒
了。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摔伤了可不得了。”
张先生介绍，他想起在朋友圈中看到的“文明
青岛随手拍”小程序，于是便用手机拍下路面
破损照片并通过小程序上传。“一开始我想着
传上去试一试，操作倒是不难，不行的话再想
别的办法。”

很快，张先生反映的线索由城阳区惜福
镇街道认领。记者了解到，街道马上安排工
人到现场整修，“工人到场后修补了鼓包的路

面，同时加固了挡车柱。当天就处理好了，消
除了安全隐患。”下一步，惜福镇街道将继续
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摸排、修补破损路面，保
障广大居民出行安全。

“晚上下班回来时发现路已经修好了，没
想到效率这么高。”张先生表示，修好后的路
面整洁又安全，每天上下班路过时安心多了。

城市的公共设施是否方便、安全、整洁、实
用，关系到市民出行的便利指数，游客对城市
的直观感觉，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一个标杆。
欢迎大家继续使用“文明青岛随手拍”反映身边
的大事小情，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路面破相了?上传马上修“随手拍”保驾平安出行
□青报全媒体记者 韩彤彤

外贸运营师、电商运营专员、外贸平台
运营……传统外贸企业的升级脚步从招聘
信息的变化中可窥见一斑。3 月 15 日，市
贸促会与人社局、商务局联合举办外资外
贸企业专场线下招聘会，40 余家优质外资
外贸企业带着近 500个岗位参与现场招聘，
另有 1100 余个岗位在线上平台发布，吸引
了大批求职者参与。这是自 2020年以来我
市举办的首场外资外贸企业专场招聘，记
者在现场发现，随着外贸环境发生变化，外
贸业务员岗位职责也被赋予了线上线下新
要求。

“熟悉的现场招聘会终于回来了！”3月
15日上午，位于中国海洋人才市场（山东）的
招聘会现场热闹开场，不少外贸企业的人力
资源经理走出招聘席，主动迎向求职者，热

情地向他们讲解公司情况。“很久没参加线
下招聘会了，这次我们带来了十个岗位，为
开拓国际市场储备人才。”青岛依美时尚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专注于针织服装的设计企
划和生产制造，主要从事对日贸易。人力资
源经理吕先生告诉记者，除传统日本市场的
业务开拓外，此次公司还设有欧美市场外贸
负责人岗位，希望能招到与企业共同成长的
志同道合者。

一边要主动赴境外参展开拓国际市
场，一边要积极布局跨境电商用数字化方
式抢订单，这个春天，青岛外贸人格外忙
碌。青岛威泰液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精
特新”企业，在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均设
有分公司。“董事长原打算亲自参与现场
招聘会，因与一个海外展会时间冲突才没

能来到现场。”公司人力经理张女士说，每
三年一届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是世界三大工程机械展之一，公司主营的
液压配件正是工程机械的必备零部件之
一。这是一次“面对面”与众多国际客户
交流的难得机遇，此次公司业务团队已全
部出动，争取在展会上收获新订单。“参展
交流很直接，但更多客户的拓展也要利用
好网络资源。”她说，这次企业打出的招聘
职位是外贸业务员，除跟进订单服务等常
规工作外，职责描述中还特别注明“利用
社媒及 Google 自主开发客户”的新要求。

“疫情重塑了外贸行业，企业拓市场也要
转向‘两条腿’走路，线上线下找客户资源
同样重要。”

用好电商平台资源、以跨境电商赋能，

成为不少传统外贸公司转型升级的首选路
径。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有三分之一的
外贸企业给出的招聘岗位涉及外贸运营师、
电商运营专员、外贸平台运营等，还有企业
对职位提出能够使用西班牙语、俄语等线
上直播的需求。跨境电商是一种新业态，
实质是通过网络方式搭建一个新的外贸销
售渠道。有外贸企业负责人坦言，“相比传
统销售渠道，跨境电商更简单更自由，一个
市场表现不好就切换到另一个市场，切换
成本也很低。”多位受访的外贸企业人力资
源经理表示，青岛制造类外贸企业较多，拥
有研发能力和产品供应链，但普遍缺乏电
商基因，在网络平台资源整合和跨境电商
运营方面人才储备不足，企业急需引入新鲜
血液。

青岛举办今年首场外资外贸企业专场线下招聘会

“抢单”国际市场，外贸企业求贤电商人才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梁 超
本报3月16日讯 16日，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文联、国铁济
南局共同主办的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暨

“行走百年胶济、高铁环游齐鲁”推介活动在
济南西站举办。

活动中，路地双方共同签订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青少年研学实践等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向20名宣传大使颁发聘书，向10名“高
铁环游齐鲁”摄影大赛获奖代表颁奖；同步启
动“走文化廊道、进经济园区、看山东高质量
发展”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

上午10时25分，首趟冠名列车缓缓从济
南西站驶出，开启体验之旅。按照“一市一车
厢”的安排，山东16地市利用编组16节的“复
兴号”动车组布置文旅精品展览。车厢内一
幅幅展示山东美景、美食的精美吊旗，一张张
展现手造、非遗项目的贴画，车门上手绘的山
东历史名人图案，体现了浓浓的“山东范”；10
多位非遗文化传承人为体验者献上山东快
书、胶州八角鼓、蹴鞠、柳琴小戏等特色表演；

展览展示的 200 多种旅游文创产品和 110 多
个工艺精湛的非遗项目，让体验者驻足观赏、
流连忘返，饱尝一份高铁上的文旅大餐。

位于15号车厢的青岛文旅精品展以“活
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为主题，重点展
示了山东八角鼓（表演）、海信探索中心、青岛

万里江茶业、青岛西海美术馆、小贝壳大世
界、青岛元开香业、即墨古城IP墨小牛、海泉
湾度假区等内容。青岛依山傍海，山海城浑
然一体，是著名的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胜地，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湾区城市”
和重要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据了解，建设文化体验廊道、推进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是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的重大举
措，建设“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打造“行
走百年胶济、高铁环游齐鲁”文旅品牌是文化
体验廊道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据悉，我省
将于 3月中旬至 5月上旬，组织开展“走文化
廊道、进经济园区、看山东高质量发展”行进
式主题采访活动，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
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
路文化体验线，组织媒体记者深入重点项目、
经济园区、厂矿企业开展采访报道，挖掘典型
亮点，进一步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充分展现
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成效。

乘环行高铁 赶“文旅大集”
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推介活动举办，青岛文旅精品展精彩亮相

■胶州八角鼓非遗传承人在高铁车厢表演。梁 超 摄

产业结构
105个重点建设项目中，七大现代

服务业项目共77个，占比达73.3%，数
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文化旅游类项目
16个、软件和信息服务类项目15个、科
技服务类项目12个

投资力度
重点建设项目中，年度计划投资

400.5亿元，超出上年度建设项目年度
投资近50亿元。其中，文化旅游类、现
代商贸类、科技服务类年度计划投资力
度最大

区域分布
重点建设项目中，崂山区、城阳区、

西海岸新区数量最多；城阳区、崂山区、
胶州市项目总投资额度最大；胶州市、
崂山区、市南区年度计划完成投资力度
最大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聚焦中心工作履职尽责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本报3月16日讯 16 日上午，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和省
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认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心愿，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
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
起来，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结合起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明确，要倾力服务中心、精准建言献策，紧扣发展大
局深入协商议政，紧贴民生实事高效履职尽责，以高质量履职
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展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本色担
当。要广泛凝聚人心、共促团结奋斗，画好最大“同心圆”，积
极拓展“朋友圈”，发出政协“好声音”，汇聚起“一起来想、一起
来干”的磅礴力量。要坚持守正创新、提高协商质量，创新完
善履职平台，丰富协商形式，优化协商程序，建强“两支队伍”，
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以奋发有为的状态交
出优质履职答卷。

会后接续召开市政协第十八次主席会议，研究审议《关于
召开政协第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建
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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