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氛围浓厚
汇聚质量提升更大合力

9 月，第 45 个全国质量月如约而
至，此时走进青岛，“质量之花”正开
得热烈。从街头社区到企业单位，从
手机屏幕到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处处
可见对质量的关注和报道，浓厚的质
量氛围扑面而来。28 日上午 9 点，以

“推动质量创新变革 促进质量强市
建设”为主题的青岛市 2022 年“质量
月”主题活动隆重举行，政府领导、企
业代表、新闻媒体汇聚一堂，发布青
岛质量建设成果，共话质量发展新路
径。

活动现场，嘉宾们首先观看了“质
量强国 城阳先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青岛）总部基地对外推介。据悉，国
家质量基础设施（青岛）总部基地由城
阳区委区政府联合青岛市市场监管局
共同建设，助推打造质量强区、质量强
市的核心技术引擎，为质量强国做贡
献。

会上，青岛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
局长高善武发布了青岛市 2022 年质
量提升重点活动的十项重点工作，包
括开展企业品牌价值测评工作、实施

“品牌伙伴成长计划”和“品牌领军人
才提升计划”等内容，将为青岛质量强
市工作注入新动力。

活动现场发布三大榜单。分别是
青岛市入选第一批“好品山东”品牌企
业名单、2021 年度青岛市通过“泰山
品质”认证企业名单、2022 年度山东
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记者发
现，正式发布的青岛市入选第一批“好
品山东”品牌企业名单中，青岛有八大
类26个品牌入选，占全省的比重超过
九分之一，其中 25 个属于制造业品
牌。日前，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的“泰山品质”认证企业产品名单中，青
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业
的 20 个产品获得“泰山品质”认证。据
日前公布的“山东省2022年度高端品牌
培育企业名单”，青岛共计 89 家企业入
选。传统品牌“焕新”，新锐品牌“崛起”，
其中，制造业高端品牌新增数量位居全
省第一。

城阳区人民政府、青岛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青岛市质量发展促进会、卡奥斯
工业智能研究院共同推进全国首个质量
基础设施高端产业集聚区，现场就《关于
共同建设质量基础设施高端产业集聚区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关于推进“全国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典型案
例”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活动现场就第一届“品质青岛”故事
大赛获奖成绩发布并为获奖代表颁发证
书。其中，演讲类一等奖获得者姜梓钧
与冯仲宾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质量故事演讲。

质量故事，青岛谱写。设立于 2012
年的中国质量奖，是目前我国质量领域
的最高荣誉。在第四届中国质量奖评选
中，青岛一举斩获 3 个中国质量奖提名
奖，分别是青啤集团、中车四方车辆公
司、超银中学。提名奖获得者现场分享
了他们的质量提升密码。作为活动最后
的压轴节目，青岛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青
岛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李茂喜现场推介
2022首届青岛国际品质生活博览会，并
宣布正式启动全球招展工作。

质量无止境
质量建设久久为功

速度有极限，质量无止境。质量和
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久久为功，需
要统筹协调、持续发力。高善武介绍，为
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质量月”活动的
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市质量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会同各区市政府，市科技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管理局、市农业农
村局以及青岛日报报业集团等相关部门
和单位，到 2022 年底，重点开展十大质
量提升工作。

开展 2022 年青岛市“质量月”系列
主题活动。以 9 月份“质量月”为起点，
协同区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引导广大企
业，共同开展以“推动质量创新变革，促
进质量强市建设”为主题的“质量月”活
动，传播先进质量理念，弘扬优秀质量文
化，营造浓厚质量氛围。

推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法制
化建设。编制《青岛市贯彻落实质量强
国建设纲要实施意见》。启动全国首部
品牌法律法规《青岛市品牌建设促进条
例》立法工作，聚法治之力，行法治之道，
以更高水平的法治建设护航质量强市。

开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观摩活动。
组织全市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高端品
牌企业，赴城阳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青
岛）总部基地实地观摩，推动质量基础设
施高端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升全国质量
基础设施“一站式”试点典型案例建设水
平。

开展企业品牌价值测评工作。联合
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开展首届企业品牌价值评价
活动。发布“企业品牌价值榜”“民营企
业品牌价值榜”“新锐企业品牌价值榜”，
壮大品牌数量，优化品牌结构，提高品牌
竞争力。

启动首届青岛国际品质生活博览会
招展工作。切实做好上合组织、RCEP
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以及国
内外知名高端品牌企业的招展工作，打
造青岛品牌与“高端品牌国家队”“世界
高端品牌企业”对话交流的权威平台。

出台《质量基础设施（NQI）助力 24
条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
全市24条重点产业链，发挥青岛市质量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聚合带动效应，
推动链主企业和链上企业质量管理数字

化、智能化，以质量优化产业链、创新链、
价值链。

举办首届青岛市质量创新大赛。对
标国际先进质量创新理念，通过大赛鼓
励企业一线员工，在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新管理等方面开展质量创新，畅通

“产品研制—示范应用—改进提升—产
业（品）化”循环模式，加快质量创新成果
快速转化。

实施“品牌伙伴成长计划”和“品牌
领军人才提升计划”。邀请我市国际知
名品牌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结成“品牌
伙伴”，为“品牌伙伴”量身定制品牌管理
体系。年内帮助 50 家企业完成品牌管
理体系制定工作；帮助 10 家企业完成

“品牌领军人才提升课程”。
开展“质量关乎你我他”全民质量素

质提升行动。通过开展“农民丰收节”
“服务认证体验周”等宣传活动；通过开
展“质量大讲堂”“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
等专题活动，推动质量服务进机关、进企
业、进校园、进社区，让广大市民参与质
量、感受质量、提升质量，共享质量发展
成果。

开展市场监管领域“服务型执法”专
项行动。开展送理念、送政策、送法规、
送经验、送信息的“五送”系列活动，加强
帮扶指导，把行政执法与跟踪服务有机
统一起来，做到服务有温度、执法有准
度、管理有精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

讲好质量故事
营造质量创建良好氛围

共话品质故事、共享品质生活。为
宣传我市各行各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出一批反映质量文化、品牌创建等
具有时代特色的质量故事，营造“人人重
视质量、人人关注质量、人人享受质量”
的良好氛围，第一届“品质青岛”故事大
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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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8日上午，青岛市2022
年“质量月”主题活动在城阳区国
家质量基础设施（青岛）总部基地
举行。两大重磅签约、三大榜单
发布、十大质量提升重点活动发
布、NQI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青
岛）总部基地推介、首届青岛国际
品质生活博览会全球招展……活
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质量标志着一座城市的发展
水平，凝聚着一座城市的灵魂和
核心价值。有着优秀的质量传承
和质量文化底蕴的青岛，是一座
被制造业定义的城市，更是一座
被质量和品牌定义的城市。显
然，“质量第一”早已镌刻进青岛
这座城市发展的血脉中。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在速度中寻求青岛
质量、青岛标准，这场盛会“质”地
有声，这是一场城市与质量更热
烈的双向奔赴！

大赛共设演讲、征文、视觉艺术三
种比赛类型，重点围绕质量管理、质量
提升以及品牌创建成效突出的人和事
为内容征集。历经组织报名、专家评
审等阶段，第一届“品质青岛”故事大
赛成绩新鲜出炉。其中，演讲类获奖
作品共有21个；征文类获奖作品共计
18 个；视觉艺术类共有 22 个获奖作
品，作品类型主要有微电影、短视频、
摄影、动漫。

只有发展NQI
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质量是立业之本、强国之基，事关
民生福祉。今年 4 月，城阳区人民政
府和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建设
的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入选了
全国 20 个“一站式”服务典型案例。
为进一步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在
活动现场，城阳区人民政府、青岛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城阳区检验检测产业
发展中心、青岛市质量发展促进会、卡
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分别签署相关协议，深化质量基础设
施及“一站式”服务建设水平，共同推
进全国首个质量基础设施高端产业集
聚区建设。

“ 只 有 高 标 准 ，才 有 高 质 量 发
展。只有发展 NQI（国家质量基础设
施），才是抓住了高质量发展的‘牛鼻
子’，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城
阳区检验检测产业发展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袁瑛政介绍，此次会议举办
地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青岛）总部基
地是城阳区加强质量基础设施体系
建设，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而确定实施的重要
项目，是打造质量强区、质量强市的
核心技术引擎。项目一期投融资 6
亿元，是全国第一家质量基础设施总
部基地。以总部基地为主要载体，建

设功能强大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
务平台，目前线上云平台入驻服务机构
5000 余家，服务企业用户 40 余万家，累
计为轨道交通、智能家电、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健康等行业企业，提供检验检
测、标准、计量、认证、知识产权服务及
开展质量诊断、质量提升 10 万余次，为
企业增加产值约120亿元。

质量强国，城阳先行。城阳区人民
政府区委常委、党组成员、副区长李明钢
在会上介绍，近年来，城阳区深入实施质
量强区和品牌兴区战略，加快产品、工
程、服务质量提档升级，全面推动质量创
新变革。目前，城阳区拥有质量基础设
施企业机构 286 家，产业链企业机构
1050家，产业链产值超过160亿元；市级
以上名牌产品 112 个、驰名商标 300 余
件、省优质产品基地 2 个；8 家单位入选

“山东省重点行业品牌价值”榜单，34家
企业荣登“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
单”，上榜企业数和品牌价值均居全市前
列。

下一步，城阳区政府将联合青岛市
市场监管局重点从建设运营好国家质量
基础设施（青岛）总部基地、构建满足企
业对质量全方位需求的 NQI 综合服务
平台、重点瞄准城阳区15条重点产业链
和青岛市 24 条重点产业链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以及推进成立中日韩（青岛）NQI
产业发展联盟，建设NQI国际公共服务
与交流平台四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展通全球
品博会诚邀全球展商加入

2017年，国家确定每年 5月 10日为
“中国品牌日”，做大做强中国品牌，推
动质量创新改革，建设品牌强国，成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2021 年 7 月，市
委市政府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以品牌建
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充分
发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作用，加

强对全市品牌建设的统筹组织工作。
作为名扬海内外的“品牌之都”，青岛积
极探索推动品牌建设引领城市高质量
发展、塑造城市竞争新优势的新路径、
新打法。2022 首届青岛国际品质生活
博览会（简称“品博会”）是基于这一背
景，进一步打响“好品山东”“品质青岛”
的创新之作。

品博会计划将于今年12月举办，以
“品质青岛 畅享全球”为主题，采取“线
上+线下”方式同步举办，规划引入国内
外知名品牌、省市重点品牌企业 400 家
左右。通过培育、提升和创新，品博会将
成为一年一度的具有国际化、权威性、引
领性特质的全国性“品牌+质量”会展
IP，助力推进我市品牌之都和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此外，品博会还将围绕
全球好物、绿色低碳、美食文化、数智赋
能、乡村振兴、城市主宾等话题，打造系
列主题活动，并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线
上购物节，引入直播平台，把流量转化为
商家销售量，帮助商家拓展市场、宣传品
牌、争取经济效益。此次品博会将整合
多种资源，保证专业观众及大众消费群
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一展通全球，品质赢未来。本次品
博会现向全球品牌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共同发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与世
界共享发展新机遇。此次品博会将是给
所有参展单位提供全年服务的一个开
始，组委会还将通过媒体传播、资源整
合、政策支持、商务对接、品牌赋能等多
种服务，全力推动“品质青岛”塑造工程，
夯实质量基础，加强品牌建设，助力经济
复苏。

“质”地有声
持续推动质量和品牌双强

质量强市建设事关城市科学发展、
事关产业转型升级、事关百姓福祉安康，
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千头万绪，抓

好不易。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质
量工作，积极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大力实施质量强市和品牌战略，持续
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初步建立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质量工作体系，全市质
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工业产品、农产
品、建筑工程、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均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青啤集团、中车四方
车辆公司、超银中学荣获中国质量奖提
名奖；黄克兴同志荣获山东省省长质量
奖；新前湾港公司、雷神公司等 10 家企
业荣获青岛市市长质量奖。骨干服务业
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或接近世界先进水
平，公共服务质量、文化质量、环境质量
进一步优化。青岛市质量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平台入选国家首批“一站式”服务典
型案例。市民的“质量获得感”不断提
高。

截至目前，青岛市拥有世界品牌
500 强企业 2 家、中国质量奖 1 个、中国
质量奖提名奖8个、中国世界名牌产品2
个、中国名牌产品 68 个、中国驰名商标
152件、中华老字号19个、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7 个；全市马德里国际商标注
册申请量近2000件，被原国家工商总局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中国商标金
奖-马德里国际注册特别奖”，品牌总量
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在山东省政府
发布的首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中有
26家品牌入选，占全省比重超过九分之
一。以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为
代表的“五朵金花”让青岛收获了“品牌
之都”的美誉。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孙晶 摄影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王帅 徐歌 吴忠林

青岛市2022年“质量月”主题活动亮点

三大榜单发布

●青岛市入选第一批“好品山东”品牌企业名单

●2021年度青岛市通过“泰山品质”认证企业名单

●2022年度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

十大质量提升重点活动

●开展2022年青岛市“质量月”系列主题活动

●推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法制化建设

●开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观摩活动

●开展企业品牌价值测评工作

●启动首届青岛国际品质生活博览会招展工作

●出台《质量基础设施（NQI）助力24条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举办首届青岛市质量创新大赛

●实施“品牌伙伴成长计划”和“品牌领军人才提升计划”

●开展“质量关乎你我他”全民质量素质提升行动

●开展市场监管领域“服务型执法”专项行动

扫码查看
“品质青岛”故
事大赛获奖
名单

2022第一届“品质青岛”故事大赛获奖选手代表上台演讲。 两大重磅签约现场。

一场城与质更
青岛市2022年“质量月”主题活动昨举行 两大

热烈的双向奔赴
重磅签约、三大榜单发布、十大质量提升重点活动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