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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开幕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正式挂牌

三位一体 打造
“全球 VR 第一园”
总投资 287.2 亿元的 31 个项目现场签约 创造了历年来最高纪录
9 月 22 日，青岛虚拟现实产业迎
来高光时刻。当天，
主题为“发展虚拟
现实，助力数字经济”的 2022 国际虚
拟现实创新大会在青启幕。
本届大会不光大咖云集，妙语连
珠，
更有诸多重磅政策发布，
在青岛虚
拟现实产业发展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
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正式揭牌；
全
球最大的虚拟现实研发制造基地——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正式挂牌；
虚拟
现实产业签约项目最多；
青岛市虚拟现
实产业园首个
“智囊团”
成立；
青岛市首
只虚拟现实产业引导基金成立；
全国首
个市、
区两级一体化支持虚拟现实产业
园发展的专项政策推出。

打造
“全球VR第一园”

大会当天，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正式揭牌，锚定打造“全球 VR 第一园”
的目标，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园建成后将
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虚拟现实产业园
区。园区总面积约 2000 亩，计划总投资
约 160 亿元，这是青岛抢抓元宇宙风口，
为产业发展搭建的一个新赛道，必将成
为推动虚拟现实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成
为数字经济强势崛起的新高地。
在体制机制上，
崂山区构建了“园区
专班+管委会+平台公司”三位一体的工
作推进机制，
抽调精干力量，
强化全要素
保障。同时，
还构建了园区专家委员会，
邀请赵沁平院士担任特邀顾问，歌尔股
份姜龙总裁等 18 位行业顶尖人才担任
园区首批专家。
在 园 区 定 位 上 ，崂 山 区 立 足 全 省
“1+4+N”的虚拟现实产业布局，聚焦夯
实青岛中心地位，提出新极核、强磁场、
活力城发展定位，即引领全球虚拟现实
制造业的新极核、汇聚全国一流创新要
素的强磁场、构筑人产城融合发展的活
力城。力争利用三至五年时间，打造一
个以生产制造为主，
涵盖研发创新、内容
制作、场景应用等全链条千亿级产业生
态，
成为全球 VR 第一园。
在规划布局上，结合产业规划和城
市设计，确定了北融、中聚、南延的布局
结构。北部融通自然，强调山景与园区
融合。中部以平行世界理念规划打造虚
拟现实创享中心。作为园区标志性区
域，汇聚 VR 企业展示发布、人才展会、
科普实训等共享服务。园区规划东南内
陆区、西南头部企业办公区、北部楼宇园
区三大门户节点，
强化绿色、生态、科技、
人文理念落地，
打造一座产城相融、和合
共生的专业生态园区。
在开发时序上，按照产业优先、配
套先行、梯次推进的原则，总投资 100
亿元的虚拟现实整机和光学模组项目
一期预计 2023 年 9 月底建成投用，当年
可 实 现 产 值 约 50 亿 元 ，5 年 内 将 达 到
600 亿元。国创中心正在装修，预计年
底竣工验收。虚拟现实创享中心、平行
世界主题公园等项目也将于今年四季
度开工。

真金白银支持发展VR产业
青岛是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前沿阵
地，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自 2017 年举
办至今，已经成为业界合作交流的重要
平台。开幕式上，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
中 心 等 31 个 项 目 现 场 签 约 ，总 投 资

9 月 22 日，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在青开幕。
管理机构、龙头企业进行了反复论证，
深入
了解园区发展诉求。比如市财政连续三年
每年出资 1 亿元用于园区建设，为园区企
业提供普惠性人工智能算力服务，
给予园区
企业更多的人才引进配额等。

打造更多
“VR+”
场景

市民在大会场景体验区体验。
287.2 亿元，
创造了历年来的最高纪录。
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元宇
宙的兴起，虚拟现实产业进入新一轮爆
发期，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深化虚拟现实技术融合，山东省
“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将虚拟现实作为
数字产业化重要方向。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七部门联
合发布了《山东省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2—2024
年）》，
提出要用三年时间，
基本形成以青
岛为中心，
济南、潍坊、烟台、威海四市联
动，其他地市协同的“1+4+N”虚拟现实
产业区域布局。
这份《行动计划》为青岛 VR 产业的
未来指明了打法：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激
发市场内在活力，加快培育行业龙头企
业、分类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促进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青岛应充分发挥歌尔
股份、小鸟看看等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
培育虚拟现实领域“专精特新”
、单项
冠军、瞪羚、独角兽等优质企业，形成大
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
企业注入活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
今年 5 月，青岛印发实施了《青岛市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提出以崂
山区为核心，形成“一核三极多点”的产
业发展布局，力争到 2030 年产业规模突
破 1000 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
发展，
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崂山区政府，
依
托行业龙头企业，设立目标规模 25 亿元
的虚拟现实产业引导基金，包括 5 亿元

规模的种子基金和 20 亿元规模的产业
投资基金。基金将最大限度引导和带动
社会资本，
整合汇聚资本资源，
聚焦支持
虚拟现实产业园区创新创业项目，助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壮大，培育虚拟现实
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加速培养产业
新增长点。
会上，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
若干政策》正式发布。结合青岛市虚拟
现实产业园发展实际，集中市区两级力
量，
真金白银支持产业园发展，
共设置了
5 个方面 12 条具体政策，是目前国内支
持专业园区发展政策中非常系统、全面、
含金量较高的一套政策，具有比较突出
的亮点。
一是政策系统性强，集成力度高。
系统集成了园区建设、企业培育、项目招
引、技术攻关、平台搭建、体验应用、人才
集聚、要素保障、行业交流等一揽子支持
措施，与青岛人才强青、硕果计划、先进
制造业 18 条、会展 10 条等重磅政策紧密
衔接，为企业项目从落地孵化到培育壮
大提供全要素保障。
二是政策国内领先，含金量高。政
策是全国首个市区两级一体化支持虚拟
现实产业园区内企业项目发展，预计未
来三年内两级财政用于支持产业园区建
设、企业培育的投入将超过 12 亿元，对
园区的支持力度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
三是政策精准度高，时效性强。政
策在青岛统筹布局、规划建设新兴产业
园区的背景下制定，制定过程中与园区

作为全球虚拟现实产业最专业、
最权威
的国际性行业盛会之一，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
大会已成为青岛一张簇新的城市名片。
本次大会上，众多虚拟现实产品吸引
了与会者的目光，不少人戴上 VR 眼镜，走
进虚拟世界中。
如何让虚拟现实照进现实，让更多市
民体验到科技的魅力，成为很多与会者谈
论的话题。科技与人文从来不是对立的两
面，
科技同样可以有温暖。
应用场景是促进虚拟现实技术向产业
转化的前提和条件，
也正因为如此，
崂山区
十分注重探索搭建新场景，开辟数字消费
全新试验场。今年崂山区推出啤酒节史上
首个元宇宙线上数字体验平台，
打造了“云
上体验+沉浸消费”的办节新模式。上半
年，全区数字经济营业收入完成 107 亿元，
核心产业增加值实现 28.7 亿元，均居全市
首位。下一步，崂山区将继续深化场景拓
展，
在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打造更
多“VR+”
标杆，
真正激活一池春水。
做好服务，崂山区还将全力提供优质
高效政务服务，坚持“不说不能办、只说怎
么办”，围绕产业需求、企业需要，
提供
“一
体化、
组团式”
服务。
在虚拟现实整机和光学模组项目推进
中，
崂山区按照项目需求量身定制厂房，
并
采取统一规划、分期供地的土地供应模式，
分段办理施工许可，
实现了拿地即开工，
项
目自洽谈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时 4 个月，
年初洽谈的项目现在已经主体封顶，跑出
了“崂山加速度”，更为项目抢占赛道赢得
了市场先机。

扫码关注
“政青岛”
了解
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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