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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人类如何更好地探索和开
发海洋，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侵蚀等全球性挑战？
关于全球海洋的未来发展路径，正在
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上被讨
论。论坛主题是“携手‘海洋十年’，合作共
赢未来”。合作共赢正成为世界各国携手
共进、发展海洋经济的基本前提，这也在
与会嘉宾中达成共识，表示集多国之力、
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
海洋是青岛的先天优势，作为论坛永
久举办地，从 2016 年首届论坛起，西海岸
新区就坚持合作和互联互通，坚持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发挥本土优势，高规格、高
标准开展筹备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
以青岛论坛为平台，以科技创新为
梯，西海岸新区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海洋科
技自主创新领航区，努力打造海洋强国新
支点、海洋强省先行区和引领型现代海洋
城市主要承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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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谈与碰撞，让真知灼见在这里熠熠生
辉，让先进做法在这里形成可供操作和复
制的路径，
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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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论坛永久主办城市，
青岛向海图强
的脚步从未停歇，
奋力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
文章。2021年，
青岛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4000亿元，
达4684.84亿元，
总量居全国沿
海同类城市第一位、
全国第三位，
同比增长
17.1%，
占GDP比重达30%以上。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画出发展蓝
图，
始终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更大力度统筹陆海联动发展，
健全完善海洋
发展体制机制，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当好海洋强国、
海洋强省建设排头兵。
在本届论坛公布的《现代海洋城市研
里，
青岛一跃成为北部海洋
究报告（2021）》
经济圈龙头。研究选取全世界范围内有代
表性的40个海洋城市，
划分为4个梯队：
上
海、
深圳跻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青岛引领
北部海洋经济圈，位于全球现代海洋城市
第二梯队，
总排名第十四位。
合作共赢
海洋基因已经渗入青岛血液，与城市
茫茫大海，幽暗深邃，充满了未知与
密不可分。目前，青岛拥有约占全国五分
恐惧，
更蕴藏着机遇和挑战。
之一的涉海科研机构、三分之一的部级以
6 月 22 日开幕的 2022 东亚海洋合作
上涉海高端研发平台，涉海两院院士占全
平台青岛论坛，突出了联合国“海洋科学
国27 . 7%。
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的目标和愿
作为活动永久举办地，海洋更是西海
景，主题设定为“携手‘海洋十年’，合作共
岸新区的优势突出产业。作为以“海洋经
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海岸新
赢未来”。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
洋专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 400
区充分发挥海洋发展委员会、科技创新委
余位嘉宾，因
“合作共赢”
达成广泛共识。
员会联动互补作用，坚持以协同创新引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
海洋科技发展，已集聚省部级以上重点实
纲表示，应该高度重视联合国 10 年合作
验室 70 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的框架，因为它强调的是科技的研发与合
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541 个；高新技术企
业 882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141 家；
作。海洋科技发展的下一阶段非常重要，
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借助这个
7 个项目（占全市近六成）获得国家科学技
平台尽可能去深化跟其他国家的科研力
术奖，31 个项目（占全市 1/3）获得省科学
量的合作、研发，对中国未来具有非常重
技术奖；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
要的意义。
向质的飞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
擎。
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从更大的历史
2022 年一季度，西海岸新区实现海
视角，阐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
洋生产总值增长 12 . 8%，占全区 GDP 比
共建共享理念，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推
重 43 . 1%，占全市 GOP 比重达 42 . 2%，六
动地缘竞争向地缘合作转变，推进西部大
大特色海洋产业增加值增长 15 . 8%，贡献
开发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有利于构建
度达到78 . 8%。
“海陆并济”新平衡，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
目前，西海岸新区正在布局“一核两
大增长极。
湾两廊多园”
（
“一核”即增强古镇口核心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
“两湾”即推动
自2016年以来，
区和海洋高新区引领作用，
岛论坛已成功举办 5 届，历数 5 届主题，合
唐岛湾区域和灵山湾区域科创资源联动，
作、
沟通贯穿始终，
使得平台的规模、
层次、 “两廊”即打造轴带贯通的自贸科创走廊
影响力、
美誉度也一直在不断提升。
和滨海科创走廊，
“多园”即加快各大功能
2016 年青岛论坛的主题为“互联互
区科技园区载体竞相发展），加快国家海
通，共享共赢”，由一个开幕式和五大板块
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建设，努力打造海
洋强国新支点、海洋强省先行区和引领型
活动组成，吸引了来自 34 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0余位嘉宾出席；2017年青岛论坛的
现代海洋城市主要承载区。
主题为
“东亚联通，
丝路共赢”
，
论坛已成为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
科技为梯
2018 年青岛论坛的主题为“经略海洋，共
先行和引领的底气何在？在 2022 东
建共享”
，
设置6大领域板块活动，
推动东亚
地区海洋领域多层次国际务实交流与合
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营造的合作共
作；2019 年青岛论坛的主题为“交流互鉴
赢氛围里，西海岸新区正以科技创新为
开放融通”，以“港口、贸易、航运、金融” 梯，赋能海洋产业、打造海洋强国新支点。
为主线，实现层级、内容、规模和成果全面
通过聚焦海洋科技，培育战略科技力
提升；2020 年青岛论坛的主题为“开放融
量；深度推进校城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
通，
智享未来”
，
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及国
化；赋能海洋产业，壮大“蓝色”新动能和
际组织的近 900 名嘉宾通过“线上+线下”
饱和要素支撑，持续优化双创生态等四大
形式参会参展。
要素，走出了一条海洋强省先行区的进阶
2022 年青岛论坛，合作、沟通、开放
之路。
的主基调不变，变化的是扛起了“海洋十
在“培育战略科技力量”环节，推动重
年”的重任，就联合国大会的十年愿景举
大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打造海洋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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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包括集聚“大院、大所、大学”研究优
势、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放大创新平台
溢出效应等方面。
如加快“中科系、中船系、高校系”重
大创新平台引建，创新推行“一区多基地”
大学科教园建设布局，集聚中科院大学海
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校区、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 4 所“双一流”
涉海高校。加快推进中科院海洋生态系统
智能模拟研究设施、海上试验场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整合各创新主体资
源，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共建创
新研究院、技术实验室等高端新型平台，
培育发展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海藻生物
等 8 个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国字号”涉海
科研院、重大创新平台，增强平台与产业
链接，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等。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西海岸新
区拥有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
20 所驻区高校、在校生 18 . 4 万人，依托高
校科创源动力，推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努力将高校集聚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胜势。
如中国石油大学开创的“基于动态压
力的油气管道泄漏工况诊断技术”成功应
用 于 液 化 天 然 气 管 道 ，保 障 董 家 口 港
1450 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安全接卸及气化
外运任务，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山东科技
大学研发的“大型港口重载移动机器人”，
是国内首台出口的大型港口重载移动机
器人，
有力推动智慧港口建设等。
在“赋能海洋产业”方面，西海岸新区
始终将创新主体培育摆在突出位置，推进
项目建设，
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在船舶海工产业，青岛北船重工升级
为中船集团二级公司，首次批量承接集装
箱船制造订单；中国船柴低速柴油机市场
占有率全国第二；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
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32 . 5 万
吨超大型矿砂船、加拿大 LNG 项目首个
核心模块等一批国际、国内首制高端船舶
海工产品成功交付。
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大制药与管
华诗院士团队合作打造“蓝色药库”，抗结
肠癌新药（BG136）完成安全性评价、取得
国家临床批文；华大基因联合发起设立全
国首个基因科技产业发展共同体，全球最
大通量基因测序仪项目投产等。
在海洋渔业，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
验区首批国产深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
收鱼成功，产值超 1 亿元；海洋冷链产业
方面，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实现破题，
全国首艘超低温冷藏运输加工船“海洋之
星”投用。
在“持续优化双创生态”方面，西海岸
新区聚焦人才、科技金融、财政资金和政
策支持等关键要素，加速构建创新创业生
态圈，打造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海洋高
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涉海合作院
士达到 25 名，海洋人才总量达到 6 . 2 万
名。
作为山东第一区，西海岸新区将按照
充分
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发挥青岛海洋科技、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优
势，
部、
省、
市三方共建青岛国际海洋合作中
心，
深化海洋领域多层次务实合作，
打造东
亚海洋合作平台和海洋博览会金字招牌，
为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借助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持续深化国
际间的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海洋创
新实力、做强海洋产业集群，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这为青岛的海洋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利契机。

西海岸新区风貌 。 孟君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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