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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必须有国内领
先、含金量高、系统性强的顶
层政策设计
虚拟现实是下一代新型计算平台和

数字世界的入口，虚拟现实产业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的重大前瞻领域，
虚拟现实产业也是青岛重点布局的十
大新兴产业之一。目前，青岛市明确
“一核三极多点”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布局，力争到 2 0 3 0年产业规模突破
1000亿元。
在这次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上，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若干政
策》正式发布，目标是将青岛市虚拟现实
产业园打造成为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城
市更新的样板，吸引和集聚全球顶尖资
源，全力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虚拟现实产业研发制造高地。
这是全国首个市、区两级一体化支

持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的专项政策，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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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系统性强、集成力度高，政策

国内领先、含金量高，政策精准、时效性
强，对园区的支持力度走在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真金白银支持园区内企业发展，
预计未来三年内，青岛市、区两级财政用
于支持产业园区建设、企业培育的投入
将超过12亿元。其中市财政连续三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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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必须有全面起
势、高端现代、未来可期的全
球VR第一园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聚焦打造

全球VR第一园，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对标一流标准，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
规划建设，彰显现代感、展现国际范，着
力将园区打造成为新兴产业园区的样
板、城市更新建设的样板。
产业生态规划方面，产业园打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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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产城融通发展的“活力城”三位一体的
发展定位。
所谓“新极核”，即围绕硬件、内容等

重点发展方向集中发力，做强产业链条，
推动产业集聚。到2024年，园区产业规
模达到200亿元以上；到2028年左右，园
区聚集产业项目200个以上，产业规模
达到1000亿元。
所谓“强磁场”，即在园区内建立联

合实验室、产业赋能中心、公共服务创新
平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到
2024年，新增公共服务或产业赋能平台
3个以上，各类技术创新机构10家以上，
为区域企业提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
赋能服务100次以上。
所谓“活力城”，即强化场景应用，推

进人、产、城融通发展。到2024年，打造
30个行业应用场景，打造1～ 2个国际性
赛会品牌与国际合作平台。到2028年，
打造100个行业应用场景，形成10个成
规模、可复制、可推广的“虚拟现实+”应
用标杆。
园区整体设计放在张村河、株洲路

两个城市更新低效片区进行，坚持“绿
色、生态、科技、人文”的设计理念，提出
“虚拟智源、创享未来”的愿景，确定“北
融-南延-中聚”的整体布局，园区以虚
拟现实创享中心为标志性区域，重点打
造东南方向内容区、西南方向头部企业
总部基地、北部的产业楼宇3大功能性
门户，顺应整体空间形态，形成起伏有序
的城市天际线，融入“元宇宙”概念和应
用场景，着力打造一座“城景相容、产城
相容”的专业园区。
坚持产城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产业

园区“升级版”。园区的综合配套区布局
了虚拟现实创享中心，着力打造集VR体
验、展示发布、论坛展会、科普实训、公共
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园区综合配套中

心；按照“园区也是公园”的设计理念，在
创享中心东侧规划虚拟现实产业园公
园，高标准规划新宏路、科苑经五路等重
点路段打通工程等重点配套建设，积极
打造青岛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在这里，必须有率先布
局、集群发展、要素完备的产
业生态圈
新兴产业唯有集聚成群，才能化茧

成蝶、乘风破浪。自2016年开始，崂山就
超前谋划布局，在产业萌芽之初抢占先
机，率先提出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
都”的战略构想，经过7年时间的发展，
已经构建起全球一流、国内领先的虚拟
现实产业体系。
产业基础雄厚。已经形成歌尔、小

鸟看看、聚好看等龙头企业“顶天立
地”，海信医疗、观享世界、金东数字科
技等特色企业“铺天盖地”的集聚发展
态势，崂山区汇集了虚拟现实相关企业
90余家，2022年全区虚拟现实产业规
模预计将突破100亿。总投资100亿元
的歌尔整机和光学模组项目一期作为
园区的龙头项目，已经开工建设，预计
2023年3月底前建成投用。
研发能力强劲。崂山区先后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高
校、高层次人才团队合作，汇聚11家虚
拟现实高端研发机构，集聚全国70%的
虚拟现实科研力量。区内有全国唯一
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青岛分室等一批国字号
实验室、国家级创新平台。目前，这里
正积极申报国家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
中心。
产业高端人才集聚。汇集赵沁平院

士领衔的一批高端人才，引进北京大学
汪国平教授团队、北京师范大学肖永亮
教授团队、北京理工大学王涌天教授团
队等一批虚拟现实领域高层次人才团
队，培养虚拟现实专业研究生、博士生
近200人。同时，园区专家委员会成立，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担任特邀
顾问，歌尔股份总裁姜龙等40余位行业
顶尖人才担任园区首批专家，进一步强
化园区发展的智力支撑。

在这里，必须有勇当龙
头、走在前列、国际范儿的元
宇宙“头号玩家”
今年以来，紧紧抓住山东省数字强

省建设和青岛市城市更新建设、实体经

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的历史机遇，青岛
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加快建设，开辟鸿
蒙、开启未来，领先领跑走进数字世
界，城市争当元宇宙的“头号玩家”。
崂山区聚焦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示范窗口区目标定位，区域经济呈现
出良好态势，“四新”经济蓬勃发展。
过去五年，“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超过40%；新落地歌尔微电子、
东华软件、中科曙光等一批龙头项目；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38家，总数达628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82%；累计培育独角兽企
业7家，数量全省第一……
未来五年，“四新”经济市场主体

年均增长15%以上，“四新”经济增加值
超过750亿元、占GDP比重突破50%；加
快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力争
产业规模突破 1000亿元；高新技术企
业突破800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500
家，培育打造现代金融服务、虚拟现实
2条千亿级产业链，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5%以
上……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516 . 08亿元，增长5 . 2%，排名全市第1
位，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 . 8%。新兴产业较快发展，高
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 . 3%，
快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7 . 5个百分
点。
2022年5月，崂山区发布的《崂山

区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建设“四新”
经济集聚区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到，到
2024年，崂山区“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45%，继续保持全市首
位。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发展的“提
振器”，建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软件
和信息服务、生物医药健康四个“千
亩”专业化园区。

在这里，必须有配套完
善、便捷高效、宜居宜业的创
新创业环境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

部高度重视虚拟现实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2018年制定发布《关于加快推动虚
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目前正
在编制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将于近期发布。
今年上半年，全省虚拟现实产业链

及相关机构达到200多家，营业收入超
过300亿元，同比增长24%。目前，青岛
市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占全省总量一半
以上，虚拟现实科研力量占全国70%。
走在前、开新局，山东发布《山东

省推进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和《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逐步将山东打
造成为全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战略
高地，支持青岛打造全球领先的虚拟现
实研发高地，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加快形
成以青岛为中心，济南、潍坊、烟台、威
海4市联动，其他各市协同的“1+4+N”
产业布局，虚拟现实全产业链业务收入
提升到1000亿元以上。
青岛把打造“六个城市”作为“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新使命、新内涵、新路
径，其中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
城市和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就是为了
打造最优创新创业环境。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

企业是主体、项目是关键、园区是载
体、政策是保障。
进入下半年，青岛已召开两场新

兴产业专业园区建设工作专题会议。
坚持最快最优标准，着力打造升

级版政务服务。青岛始终秉承着“优
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的理
念，市区一体化工作专班顶格为园区
建设发展解决问题；用“专班+管委
会+平台公司”的工作机制，市场化
开展园区运营管理；用“一次办好”
“一网通办”等改革举措，助力园区
企业发展提速。
大潮已来，驭势而胜。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效果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崔璞

虚拟现实技术逐步走向成
熟，拓展了人类感知能力，改变
了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对于
城市高质量发展，务必紧抓虚
拟现实的产业风口。变局是创
新者的舞台。因创新而生、因创
业而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一直在思考探索走向
未来的发展道路。
9月22日，2022国际虚

拟现实创新大会在青岛举办。
线下线上，大咖云集，嘉宾发
言，反响热烈。在大会上，《青岛
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若干政
策》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
市、区两级一体化支持虚拟现
实产业园发展的专项政策。青
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在会上正
式揭牌，这个园区也成为青岛
市首个挂牌的新兴产业园区，
将被打造成为产业发展、园区
建设、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
样板。
从这座全球VR第一园，

到青岛市首个新兴产业园区，
到创建国家级虚拟现实制造业
创新中心，再到打造全球领先
的虚拟现实研发高地、全国虚
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地，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给城市、区
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五点有益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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