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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创开放新优势，青岛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到2026年货物进出口超1.3万亿元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提升

4 项能力水平

●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提升投资贸易集聚能力
●提升重大平台开放能级
●提升国际交往合作水平

实施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资料照片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 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兰星

按照已制定的《青
岛市打造国际门户枢
纽 城 市 五 年 规 划
（2022-2026 年）》和《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22024 年）》，未来五年，
青岛将通过提升综合
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投
资贸易集聚能力、提升
重大平台开放能级、提
升国际交往合作水平
四个方面推动国际门
户枢纽城市建设。近
期，突出“工作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实施门户通道畅
通、物流体系增效、招
商引资突破、对外经贸
拓展、国际消费提质、
数字经济赋能、开放平
台提升、国际交往深化
等八大具体行动。
未来五年，青岛将
在全球通达能力、链接
能力、配置能力、服务
能力等多个维度全面
突破。按照既定发展
目标，到 2026 年，港口
集装箱国际中转比例
达 22%、国际通航城市
数量达 50 个；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达到 7600 亿
元，货物进出口超 1.3
万 亿 元 ，服 务 进 出 口
1800 亿元，跨境电商进
出口过千亿元，实际使
用外资达 75 亿美元，在
青各类总部企业超 500
家 …… 青 岛 将 推 动 重
大战略任务的种子结
出更多硕果，在全球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中具
有一定地位。

对标先进
聚焦门户枢纽功能
青岛为何要建设“国际门户枢纽”
？
放眼全省乃至全国发展来看，
确实需
要这样一个
“门户枢纽”
。当前，
山东正锚
定
“三个走在前”
，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
开放的
“大门”
立在哪里、
能开多大，
决定了山东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级
水平；
从黄河流域来看，
高质量发展向一
体化纵深推进，建设沿黄达海物流大通
道，
势必需要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口。
把视野放得更大，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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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加速构建。青岛
城市能级要跃升新层级，建设“枢纽门
户”
是时代风向，
是历史的选择。
青岛凭什么建设“国际门户枢纽”
？
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是青岛增强城市
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枢
纽是全球投资贸易网络的枢纽节点，是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门户是国
际资本、技术、人才、数据和货物等各类
要素进入中国的首选通道。多年来，青
岛始终走在国家开放最前沿，打造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的基础优势愈加成熟。
站在发展新起点，打造国际门户枢
纽城市，
青岛向最先进的学，
聚焦“门户”
和“枢纽”两大功能，对标香港、上海、新
加坡等城市，
在薄弱环节找差距，
锚定努
力方向。与战略要求接榫契合，青岛锁
定目标，打造服务山东、辐射黄河流域、
东接日韩、北接蒙俄、南连东盟、西接上
合组织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国际门
户枢纽城市。

明确打法
提升四项能力水平
根据全市统一部署，
《青岛市打造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
年）》已制定完成。围绕固根基、扬优势、
补短板、强弱项，
青岛将在国际门户枢纽
城市建设中，
提升四项能力水平，
在重大

开放载体、关键枢纽节点、重要门户通道等
方面实现率先突破。
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统筹国际开
放与国内辐射，完善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支
撑的服务体系，打造黄河流域最便捷高效
出海口，强化国内国际多式联运组织中心
地位，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提升投资贸易集聚能力。发展更高层
次开放型经济，
集聚国际化消费元素，
提高
国际贸易竞争能力，
扩大国际双向投资，
加
速优质市场主体集聚，建设数字时代开放
门户，
增强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提升重大平台开放能级。加快构建特
色突出、布局合理、优势互补、功能叠加的
开放平台体系，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
开放核心支撑载体。
提升国际交往合作水平。厚植开放包
容的城市文化底蕴，开展宽领域国际交流
活动，
拓展多层次对外交往渠道，
完善全方
位国际化公共服务，建设高端化国际交流
载体，
提升国际服务交往承载能力。

精准发力
落实八大行动举措
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推进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行胜于言。
《青岛市打造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的制定，
就是要通过“挂图作战”，
确保
五年规划能够落实落地，通过实施八大具
体行动，
突出实招、力求实效。
门户通道畅通行动，包括建设世界一
流海洋港口，提升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门户
枢纽功能，完善“四网五向”铁路交通网和
“路网畅达、优质高效”
的现代化公路体系。
物流体系增效行动，包括高质量发展
现代物流产业链、创新应用供应链体系和
提升多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
招商引资突破行动，包括提升招商引
资质效、总部经济培育增能和发展外资研
发中心。
对外经贸拓展行动，包括高质量发展
货物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提升对外
投资竞争力。
国际消费提质行动，包括培育消费品
牌矩阵、打造消费新地标、创新引领数字消

8 大具体行动

●门户通道畅通行动
●物流体系增效行动
●招商引资突破行动
●对外经贸拓展行动
●国际消费提质行动
●数字经济赋能行动
●开放平台提升行动
●国际交往深化行动

费、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等方面。
数字经济赋能行动，包括建设数字信
息港、提升数字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数字
贸易平台能级和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开放平台提升行动，
包括高质量建设上
合示范区和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创新
发展临空临港产业示范区和经开区综保区。
国际交往深化行动，包括推广世界城
市形象、拓展国际交往渠道、培育高端交流
载体和优化国际公共服务。
八大具体行动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共
同形成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构建双循
环战略链接的创新路径。
推进门户通道畅通行动、物流体系增
效行动，
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完善资
源双向流动基础网络，提高要素国际流动
效率。到 2024 年，青岛港年货物吞吐量达
到 6.6 亿吨，港口连通国际港口数量 700 个
左右，机场国际通航城市数量 36 个，国际
班列通达国际城市数量 53 个。
推进招商引资突破行动、对外经贸拓
展行动、国际消费提质行动、数字经济赋能
行动，建设国际投资贸易门户，贯通投资、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促进更有效
率、更加畅通的内外良性互动。到 2024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8%
以上，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7%，
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8%，累计实际使
用外资达到 190 亿美元。
推进开放平台提升行动，打造开放核
心支撑载体，
强化开放平台战略引领，
提升
全球资源配置集聚能力。上合示范区建设
成为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
口”，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的示范区，双向
投资与合作新高地。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
片区建设成为灵活有序、高效引领的制度
创新先行区，
全方位开放、全领域合作的中
日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科创引领、航运
贸易金融耦合的产业发展示范区。
推进国际交往深化行动，建立全球合
作融通示范窗口，拓展内外交往渠道和空
间，
增强汇聚全球人力、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技术流等资源要素能力。将构建以沿
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基础的陆上友城网络体
系、以海洋友城为坐标的沿海友城网络体
系，
拓展国际经济合作伙伴等国际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