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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镶嵌在中国海岸线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
名城，是和谐友善的文明港湾，也是山
东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龙头。改革
开放40年来，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已经成长为一座富有活力、时尚
美丽、独具魅力的国际化城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
即将在青岛召开，与会各国将就完善
全球治理、巩固多边贸易体系等问题
发出响亮声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
献“上合力量”。着眼新时代，形成新
共识，绘制新蓝图，上合组织发展壮大
新征程将从青岛启航。

创新要素高度集聚

青岛是一座创新之城，整座城市

充盈着盎然生机。在青岛，国家和
省、市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
载体达到 1000 余家，全国首个国家
实验室试点——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首个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速列车技
术创新中心两大国家级创新平台都
在青岛开花结果。

在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的世界动车
小镇核心区，投资600亿元的国家高
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建设中，首
批签约的 5 个项目已经入驻。“到
2020年，动车小镇区域内轨道交通全
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1200亿元以上，
青岛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
达1500亿元以上。”城阳区委书记王
波说。

青岛是一座品牌之城，一大批知
名企业在这里萌芽成长，发展壮大。
他们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在自我否
定甚至颠覆式创新中常葆活力。以海
信为例，以家电业起家的海信如今正
成为城市智能交通解决方案的专家。

“1998 年成立至今，海信网络科技公

司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已应用于中国
100多个城市，包括28个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大量城市建设实践证
明，海信在缓解城市拥堵和保障城市
安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已经成为城
市的‘拥堵克星’。”在海信研发中心，
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邹岩松告诉记者。2018年，在高德地
图联合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17年度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全国
排名前三的拥堵缓解城市有2座城市
与海信的智能交通建设有关。拥堵缓
解排名第一的青岛，拥堵程度已经连
续两年大幅下降。

青岛是一座人才之城，优良的科
研环境和产业环境，吸引了国内外人
才到此工作生活。今年，青岛全市人
才总量达到 180 万人，连续 7 年被评
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城市。在
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青岛国际院士
港，已有108名国内外知名院士意向
入驻，其中外籍院士 79 名。袁隆平、
陈璞等14个院士项目已落地运营，9
个项目已出产品、见效益。

“李沧区把加快打造青岛国际院
士港作为融入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建设的支撑点和主平台，把加快院
士科研成果转化摆在首位，在已经落
地运营14个院士项目的基础上，到今
年底争取达到30个以上，推动院士科
研成果与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努力培育百亿级产业集群。”李沧区委
书记王希静说。

蓝色战略领跑国际

青岛地处黄海之滨，拥有丰富的
海洋资源，区位条件优越。《青岛市蓝
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确立了建设“我国
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海洋自主研
发和高端产业的集聚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的示范区”这一发展定位，蓝色
引领成为青岛市的主导战略。

青岛的海洋科研实力雄厚，聚集
了全国30%的涉海院士、40%的涉海
高端研发平台、50%的海洋领域国际
领跑技术。 （下转第二版）

以崭新面貌迎接上合组织峰会——

青岛：魅力港城新航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刘 成

随着高校毕业生进入毕业季，城市之间的
“人才争夺战”再次升温。各地不断发布新的政
策措施，“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山更比一山高”，
释放出强烈的爱才惜才信号；户籍部门人头攒
动的场景轮番上演，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人才是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对人才的
争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深刻时代背景。随着转变发展方式的不
断推进，以有形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
路子走到尽头，各地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
长点，人才则是实现创新发展最强劲的动力。
在谋划布局新兴产业中，高精尖行业成为“宠
儿”，新就业岗位增多、人才需求量变大，城市竞
争力从早期的拼产业、拼招商进入到拼人才的
新阶段。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急需人才均衡
分布，以此打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这
些因素相互交织，“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

然而，在制定招才引智政策过程中，也出现
了种种怪现象。比如，或在项目补贴上竞相加
价，你给1000万元、我就给2000万元，不顾一切
地砸钱攀比；或将落户标准与学历挂钩，纷纷争
抢高学历人才，忽视低学历却高技能的劳动者，
等等。长此以往，不但无法解决现存的人才分
布不均衡问题，还会让情况越来越糟，加剧中西
部地区人才流失。许多城市在大幅降低落户门
槛的同时，也为“炒房”开了口子，不断传出的“是
抢人才还是去库存”的质疑声拷问着政策初衷。

“人才争夺战”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城市招
才引智不能靠“蛮力”，必须尊重人才流动的客
观规律，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政绩观，科学规划、
量力而行，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

科学规划、量力而行，就要将人才引进与地
方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瞄准目前本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短板和未来要重点发展的产业方
向，吸引适合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的人才。各地政府要做到人才引进
与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实现有的放矢、精
准引才；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方发力，政府为招才引智搭建平台，企业
发挥人才引进的主导作用。

科学规划、量力而行，就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政绩观，为城市发展
聚集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才。随着现代专业分工日渐细化，城市所
需要的专业人才的种类“成千上万”，不仅有高科技人才，也包括服务业
等各领域人才。只要是发展需要的，就是城市应当拥有的，务必摒弃

“重学历、轻能力”“重头衔、轻实绩”的错误导向，杜绝只为了完成考核
指标或追求所谓的“面子工程”，向多层次、各有专长的人才敞开大门，
突出当地比较优势，实现最佳招才引智的目标。

当然，对各级各类人才尤其是广大高校毕业生来说，在各大城市抛
出的“橄榄枝”面前，最需要的是冷静之后做出的理智选择。要认真思
考，将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定准方
向，选好岗位。唯有如此，才能融入城市，发挥优势，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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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5日，由经济日
报社独立制作的《中经理财·中经
创业》节目将在经济日报客户端
和中国经济网首播。据悉，本系
列访谈视频共 12 集，每集 15 分
钟左右，节目以投资领域的热点
话题为切入点，聚焦投资理财和
创业投资两类主题。

“中经理财”从贴近百姓生
活的理财话题入手，从高管、员
工、客户、产品等多个维度进行
讲述，透过私人银行、私募、智能
投顾等机构业内人士的日常实
践，与广大网民分享“理财经”。

“中经创业”则集专业性、通俗
性 为 一 体 ， 以 创 业 故 事 为 主

线 ， 讲 述 网 红 经 济 、 人 工 智
能、VR概念、农村电商等那些
风投看中的生意。

《中经理财·中经创业》访谈
视频由经济日报社组建专门团队
拍摄，穿插运用图表、动画、历史
影像等手段，内容、画面层次丰
富，极具可视性。

《中经理财·中经创业》今日开播

本报北京 6 月 4 日讯 记
者黄俊毅报道：日前，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启动了 2018 年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

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负责人介绍，自 6 月份起到 9 月
份止，将分 3 批，每批 7 天至 10
天，对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开展督查巡查。22 个督查
巡查组均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成员带队，抽调有关单位人
员组成，并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
派员参加。

本次督查巡查的主要任务

是，对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督查巡查，指导地方
改进推动工作。督查巡查主要采
取实地调研、暗访抽查、受理举报
等方式进行，要求不提前打招呼，
深入一线、直插基层、进村入户，
到县随机抽取乡村，察实情、听真
话，确保掌握鲜活真实的第一手
情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要求被督查巡查地区把工作重点
放在扎实整改问题上，如实提供
资料和有关情况，全力配合督查
巡查组的工作。

2018 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启动
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派员参加

6月3日，在安徽省
亳州市涡阳县楚店镇宋
徐村，涡阳县“小麦提质
增效绿色生产万亩示范
片”麦浪滚滚，遍地金
黄，一派丰收景象。

眼下正是安徽皖北
地区麦收关键时期，涡
阳县200多万亩小麦开
镰收割，当地组织大量
收割机利用有利气候条
件全力抢收，确保颗粒
归仓。

刘勤利摄

关注更多详情，敬请扫描经济日报
客户端和“趋势”客户端专题二维码

本报北京6月4日讯 记者刘瑾
报道：4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重庆
市石柱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和
江西省宜春市3市（县）党委或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要求认真对待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任务。因治污不力约谈地方
政府已成生态环境部常态工作，但约
谈地方党委并不多见。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
刘长根介绍，石柱县对中央环保督察
交办问题整改不力，敷衍应对。石柱
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对保护濒危
植物荷叶铁线蕨有较高的价值，但保
护区1/5的面积却早已被工业园区侵
占。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提出整改
要求，但石柱县党委、政府不是下力气
推动违规工业项目退出保护区，而是
采取对自然保护区“瘦身”的办法应对
整改，甚至到2018年3月仍在设法调
减自然保护区范围。

刘长根表示，对广西的督察整改
情况进行排查发现，玉林市态度消极，
12 项中有 8 项都没有整改，“这种情

况，在全国极为罕见”。
为给博白县云飞嶂风电场项目和

人工经济林建设让路，在对那林自然
保护区确界时，玉林市擅自将大面积
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调出保护范围，
拟使该自然保护区面积削减 87.7%。
甚至在广西有关部门要求重新修改确
界方案的情况下，仍消极应对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要求，性质恶劣。

此外，玉林市需要在2017年年底
完成的南流江污染治理项目均未完

成，致使2018年一季度，南流江干流
玉林市境内水质全线下降至劣V类。

对于宜春市被约谈，刘长根介绍
说，宜春市不仅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
的问题整改流于形式，而且还虚报整
改信息，性质恶劣。

2016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宜春市远大化工异味扰民问题，至
今未彻底解决，而且企业卫生防护距
离内又在新建居民住宅。多家污染严
重的企业、养殖场均未达到整改要求。

此外，纳入整改方案的宜丰工业
园7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废水零排放要
求均未落实到位；江西长新电源公司
长期利用雨水渠超标外排含铅废水，
2018 年 1 月以来甚至在厂区违法填
埋含铅污泥约 200 吨，影响十分恶
劣。整改方案明确，全市预拌混凝土
企业应在2016 年底前落实扬尘污染
防治措施，宜春市于2018年2月上报
完成整改任务，但2018年5月督察发
现，全市 62 家混凝土搅拌站仅有 15
家完成整改。

生态环境部的专项督察还发现，
宜春市经济开发区和袁州工业园区管
委会对跨界河道污染问题推诿扯皮，
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河道，
流经两个园区的雷河水质恶化为劣
Ⅴ类。

刘长根说，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
石柱、玉林和宜春 3 市（县）党委或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就是要求地方认真
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严禁表
面整改，敷衍应对。同时提醒地方政
府要严格自然保护区管理，绝不允许
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谋求一时一
地增长。

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不力——

重庆石柱、广西玉林、江西宜春3地党委政府被约谈

麦收“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