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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
“四个走在前列”，青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到 2026 年全市人才总量超 300 万人
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实现“

4个走在前列”

●打造产业培育高地，
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上走
在前列
●打造数字赋能典范，
在融合发展数字转型上走
在前列
●打造协同发展标杆，
在产业生态培育营造上走
在前列
●打造绿色低碳先锋，
在清洁安全节能高效上走
在前列
泰睿思芯片封测生产车间。资料照片

9月21日，
市政府新闻办举办
“走在前 开新局·喜迎二十大”
主题系列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市委常委、
副市长耿涛，
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局长卞成介绍青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的思路和具体推进方向。根据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工作专班编制和制定
的《青岛市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年）
》以及《青岛市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
青岛重点聚焦
“现代产业体系”
和
“先行”
两个维度，
发力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未来五年，
青岛将围绕建设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
“四位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
通过打造
“产业培育高地、
数字赋能典范、
协同发展标杆、
绿色低
碳先锋”
，
努力实现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融合发展数字转型、
产业生态培育营造、
清洁安全节能高效等四个方面走在前列。

拥有产业
“先行”
基础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 青/报全媒体记者 孙欣

近两年，青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尝
试，
拥有了一定的产业“先行”
基础。
新兴产业全面起势，集成电路产
业填补芯片制造、封测等环节空白，
产
业链企业较 2016 年底增长了 6 倍；抢
先布局虚拟显示“元宇宙”，已聚集歌
尔、小鸟看看、金东等企业 110 余家，
虚拟现实产业规模超过 50 亿元，成为
北方虚拟现实产业重镇……
家电、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通过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竞争力持
续攀升，
站上全球产业前沿，
入选先进
制造业集群“国家队”。
纺织、食品饮料、化工等传统产业
依托工业互联网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持
续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
不断创新商业
模式，改写产业发展逻辑；截至今年 3
月，
全市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7.5%。

聚焦
“两个维度”
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青岛重
点聚焦“现代产业体系”
和“先行”
两个
维度。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按照党的十
九大报告关于“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
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要求，
以及全市实
体经济 24 条重点产业链发展的实际，
青岛提出大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协同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
持续提高科技创新
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增强

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
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如何先行？青岛明确了“四个走
在前列”的重点任务，并初步提出 12
项指标建议，以此推动制造业优先发
展、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数字经济蓄
势崛起，率先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试验区，初步建成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
在
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
球彰显特色。
打造产业培育高地，在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上走在前列。用地区生产总
值、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排名、制
造业增加值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占服
务业增加值比重、
“四新”经济增加值
占比等 5 项指标着重反映。目标到
2026 年，力争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提高到 30%以上，
生产性服
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62%。
打造数字赋能典范，在融合发展
数字转型上走在前列。着重通过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工业互联
网平台普及率等 2 项指标反映，目标
到 2026 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2%，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50%。
打造协同发展标杆，在产业生态
培育营造上走在前列。主要反映在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境内外上市
公司数量、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全市人
才总量等 4 项指标上。目标到 2026
年，力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到 2
家，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 7%，
全市人才总量超过 300 万人。
打造绿色低碳先锋，在清洁安全

节能高效上走在前列。主要通过单位
生产总值能耗降幅指标反映。到
2026 年，每年节能诊断工业企业 30 家
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幅完成省
下达任务。

“四个前列”这样走
“四个走在前列”具体如何实现？
青岛也给出了路线图。
打造产业培育高地，青岛将重点
聚焦 24 条重点产业链，做大做强优势
产业，
突破发展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提升发
展都市现代农业。
其中，
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
将提
升智能家电和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能级，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壮
大新能源汽车、高端化工、虚拟现实等
产业规模，
打造国内一流产业集群；
谋
划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及医
疗器械等产业布局，
培育一批有影响力
的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将强化现
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商贸、软件和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服务功能，
加快
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
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
化升级。
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方面，将高标
准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提升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产能，打造集育种、养
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深远海绿色养
殖产业体系。
打造数字赋能典范，青岛将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打造“工赋
青岛 智造强市”
城市新名片。包括实
施重点领域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加
快 5G 网络、千兆光纤网络、数据中心
等新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以卡奥斯为代表的“双跨”
以及特定行
业特定领域平台和工业互联网示范园
区发展，建设超算中心，建设国家 E 级
超算中心，
大力提升先进计算、新型智
能终端等数字优势产业竞争力。
打造协同发展标杆，青岛将推动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
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增强现代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人力资
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包括构
建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省
市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支撑、企业研发
机构为补充的制造业创新体系，采取
“揭榜挂帅”方式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推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
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推动政府引
导基金投向重点产业链，大力发展供
应链金融、绿色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投贷联动等业务，健全融资担保、
应急转贷体系等。
打造绿色低碳先锋，青岛将贯彻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部署和国务院支
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面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协同推进低碳节能发展、持
续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包括推行绿色
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
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
加快
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中心和平台，鼓励
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范、咨询服务、行
业自律等方式提高行业供应链绿色化
水平；制定重点行业碳排放控制行动
方案，深入开展重点行业能效、水效
“领跑者”
行动。
同时，鼓励企业开展安全技术装
备升级换代，
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
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引导化工
企业“进区入园”，加快先进安全（应
急）装备和技术推广应用，提升安全
（应急）产品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