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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日前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标
志着青岛港从此进入“A股+H股”双
轮驱动、双资本平台运作新阶段。

今年一开年，青岛港就用一连
串“组合拳”勾勒出了全新的发展格
局——创新港口综合服务能力、提
速国际化融入进程、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海洋港口，担当起港口在区域
经济、城市经济中的公共服务平台
和引擎作用。

新站位：

“提到港口，选择青岛”

港口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引
擎，能够有效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不
过，青岛港的视野显然更大，它要“跳
出港口、跳出胶州湾”，用更高、更广
阔的视野寻找新发展定位。

2019年伊始，青岛港以“港口是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切实履行好公
共职能”的发展新定位，积极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新窗口。青岛港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奉利上任
不到一个月就密集拜访船公司，接
连组织召开船东货主恳谈会，探讨
发展“痛点”，寻找解决途径，构筑更
加便捷高效、更低成本的口岸服务新
环境。

李奉利说：“青岛港不仅是一家
企业，还是一个城市公共服务平台，
是服务国家开放大局、对接‘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青岛、山东
乃至中国连通世界的接口。”他用

“Think Port，Choose Qingdao（提
到港口，选择青岛）”表达了对青岛港
未来的构想和期许。

在2019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有16处关于港口发展的论述，其
中还包括“支持青岛港集团做大做
强”等表述。2月6日，青岛市委书记
王清宪就来到青岛港调研，指出要主
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充分发挥港口
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把青
岛打造成山东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
桥头堡。

展望未来，李奉利表示：“青岛港
会牢牢把握发展新定位，瞄准建设世
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坚持服务
国家战略不动摇、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不动摇、服务广大船东货主不动
摇，着力为广大船东货主、进出口企
业构筑更加便捷高效、更低成本的
口岸服务新环境，全力助力实体经
济发展。”

新服务：

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

在船舶大型化的趋势下，当前全
球各大港口的硬件已趋于同质化。
提升服务效能“软实力”成了港口新
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服务创新不断
取得新进展，青岛港正展现出更加开
放、包容、自信和国际化的世界一流
港口姿态，在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市
场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码头装卸效率是衡量港口竞争
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货主和全球各
大船公司特别看重的关键服务指标。
青岛港历来以“振超效率”“孙波效
率”等世界顶级作业效率著称。目前，
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单机作
业效率已达每小时43.23自然箱，并
凭借 220.7 自然箱/小时的效率创下
海洋联盟欧洲线全球泊位效率第一
的好成绩，这些纪录吸引了众多船公

司在青岛港开设航线。数据显示，
2018年青岛港新增航线24条，集装
箱吞吐量稳步增长。

在完善港口服务功能方面，青岛
港也祭出“大招”。岁末年初，青岛港
新购置的5万吨级散货船“青岛港大
港”投入运营，补上了其在港口海运
环节的短板，显示出青岛港全程物流
服务由内陆延伸到海洋、积极拓展新
业态的信心和决心。

青岛港多项工程火热开建、投
产，港口能力持续扩容升级，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的筹码也不断增多。比
如，董家口港区 30 万吨原油码头二
期工程奠基开建，整个港区原油通过
能力将达5000 万吨；董家口疏港铁
路同步具备通车条件，重构山东半岛
铁路货运新格局；在大宗液体散货管
道运输方面，董家口港—潍坊—鲁
中、鲁北输油管道二期配套广饶库区
投产、管道三期工程奠基开工，向着
全线打通从黄海到渤海原油产业链

“黄金通道”的目标再进一步，工程全
线投产后将释放 3000 万吨/年的管
输能力。

对青岛港来说，硬件升级仅仅是
服务升级的第一步。随着全程物流
业务的不断拓展，青岛港更加注重从
卖主到买主的全流程大物流服务。

“大物流时代，青岛港要提升的
是全程大通关的效率。”在一次与船
东货主的座谈会上李奉利如此表示。

据了解，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

青岛港主动开展“降费、提速、减证”
等行动，带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此
举能有效提升港口整体运作效率，而
且能带动整个口岸和相关产业链的
服务升级。

立足“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公共服务平台”新定位，青岛港在
2019年一开年就承诺，8000TEU船
舶效率为140自然箱/小时；除不可抗
力与非港方因素，船舶完工开船时间
30分钟以内；中转箱对接率100%；信
息服务24小时无间断运行，以期进一
步提升集装箱装卸效率。

新空间：

加速挺进市场大“蓝海”

2019 年 1 月 17 日，青岛港在海
南博鳌中远海运暨海洋联盟港航交
流大会上签署声明，加入航运业首个
区块链联盟——全球航运商业网络

（GSBN），成为中国大陆沿海港口仅
有的两个港口联盟成员之一。中远
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
尔欣表示，发展区块链是当前和未来
全球港航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青岛港
在早期加入 GSBN 将提前获得更多
数据，有效提高码头作业效率，为港
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加入GSBN是青岛港推进国际化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为加速挺进
国际化“蓝海”，青岛港已经布局多年。

近年来，青岛港不断加快与全球
港航业巨头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进
入 2019 年以来，青岛港与中远海运
集团、美国总统轮船有限公司、马士
基航运等世界级大船公司密集会
见。马士基航运远东班轮操作中心
总裁许立炘表示，青岛港是马士基在
华北的枢纽港，希望下一步能加强深
度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青岛港还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谋篇布局，通过资本输出、管理输出
布局全球，成为国际化码头运营商
和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力争在世
界运输网络中重新“定义”青岛港的
位置。

此外，在中东地区，青岛港已联
手中远海运设立海路国际港口运营
管理公司，投资运营阿联酋阿布扎比
哈里发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在欧洲，
联手马士基、中远海运投资运营意大
利瓦多利古雷港码头；与美国迈阿密
港等22家海外港口建立友好港关系
等。当前，青岛港正重点关注东南
亚、中东、非洲、地中海地区等新兴市
场的港口项目合作。

就这一系列新进展，李奉利表
示：“青岛港将打造一个具有开放包
容心态和国际水准的港口，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中天金融集团旗下中天城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贵州铝厂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同实施 2510 亩“贵铝电解铝老工业
区改造共享项目”。这意味着贵州铝
厂职工不仅能够成为中天城投旗下
贵州金融北城项目开发平台公司的
股东，还将告别老旧棚户区，成为贵
阳市城市“三变”改革试点的首批受
益者。

所谓“三变”改革试点是指贵阳
市为进一步提升城市质量、完善城市

功能、提高市民生活水平作出的“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市民变股东”
探索，其核心在于大力推动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推动全市低收入困难群
体解困发展。

贵铝电解铝片区改造共享项目
就是贵阳市城市“三变”改革试点之
一，也是贵州厂矿混改、产业转型、
退城进园转改项目中“最难啃的硬
骨头”。

中天金融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坚持“以政府为指导、以市场

为主导、以市民为主体、以企业为龙
头、以产业为平台、以股权为纽带、以
共享为目标”，通过盘活存量用地，升
级改造老工业区，实现“三变”。通过
后续优质资产运营，贵铝2万名职工
均可入股职工众筹共享平台，参与项
目开发与资产经营管理，获取相应收
益，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根据计划，该项目打造的贵州金
融城·北城将成为贵州省“引金入黔”
战略核心工程贵州金融城战略升级的
重要支撑，在区位上与贵州金融城融

为一体，成为其重要功能扩展区和健
全金融城绿色生态发展配套扩展区。

作为贵州省第一家上市公司，近
年来，中天金融战略升级步伐不断加
快。为推动“引金入黔”助力贵州发
展，集团斥资 30 亿元收购中天国富
证券有限公司（原“海际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66.67%的股权，成为其实
际控制人，并将中天国富证券注册地
由上海迁至贵阳；开发建设贵州金融
城，为贵州现代金融业集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近期，集团斥资310亿元发起收
购华夏人寿 21%至 25%的股权。该
项目是贵州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金融资产并购重组案，一旦成功将成
为贵州“引金入黔”工程的重大成
果。就此，中天金融集团副董事长石
维国表示，收购华夏人寿股权是强化
西部地区保险力量的重大举措，也是

“引金入黔”战略的关键之举。

中天金融牵手贵铝实施老工业区改造共享项目——

两 万 职 工 变 成 股 东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青岛港进入“A股+H股”双资本平台运作新阶段——

“大港之道”通向全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今年，青岛港用一连串“组合拳”勾勒出全新的发展格

局——创新港口综合服务能力、提速国际化融入进程、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青岛港正“跳出港口、跳出胶州

湾”，用更高、更广阔的视野寻找新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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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在到来的5G时代，业界流行
一个说法——如果说4G网络是给人类
使用的移动通信网络，那么5G网络就是
为了终端机器和终端机器实现高速互联
互通而生。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智能硬件、VR/AR产品尤其是
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等创新设备不断
涌现，其服务能力已经覆盖各行各业，并
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在众多智能终端中，达闼科技最看
好的是云端智能机器人。

2月26日，达闼科技在刚刚开幕的
世 界 移 动 通 讯 大 会（MWC）上 发 布

“XR-1云端智能柔性服务机器人”，为观
众与业界人士展示了云端智能的魅力。

“5G 时代定义了三大应用场景，即
3D/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

（eMBB）、大规模物联网业务（mMTC）、
工业自动化等低时延高可靠连接业务

（uRLLC）。5G 网络高带宽、低延时等
特点及规模化的接入能力将赋予终端设
备更加强大的智能。”达闼科技创始人兼
CEO黄晓庆表示。

这也是黄晓庆对云端智能机器人
的信心所在。“云端智能机器人天然具
备移动通信的属性。智能机器人云端

‘大脑’的商业化运营和云端安全控制，
必然要依托5G网络，这将是智能服务机
器人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家创立于2015年、一直专注
深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人形服
务机器人核心技术及产品的年轻企业，
达闼科技一直努力推动并引领移动通信
技术的演进。早在创业之初，公司管理
团队就凭借极具前瞻性的产业技术视
野，积极布局基于5G网络特性的云端智
能机器人运营架构和产品。

达闼科技的云端大脑究竟有多神奇？简单来说，它能通过云端
高性能计算，让机器人拥有类似视觉、听觉及运动控制等能力，从而
为人类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高速且安
全的通信网络支持。“要通过云端大脑驱动机器人的各种行为，需要
高达1Gbps的数据速率和低于10ms的延时。换句话说，5G将为云
端智能机器人运行过程的网络传输提供有力保证。”黄晓庆说。

5G 网络的其他技术特性也为云端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基
础。一方面，5G网络有限制的开放意味着它能够针对各行业特性建
立起专门的安全机制，从基础层为云端智能架构在机器人方面的广
泛应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其万物互联的特性将使云端智能机器人
具备无限拓展性。按照达闼科技的测算，待5G网络正式商用时，云
端智能机器人的运营规模将超过百万级。

为加快推动云端智能大规模普及，达闼科技已经在诸多关键环
节提前布局。公司创立之初，即还处于为智能机器人搭建云端智能
架构阶段时，就已经基于移动运营商的物理网络基础设施搭建起一
张覆盖全球服务的安全VBN专网；其创新推出的RCU（机器人连接
控制器）不仅可以提供达闼云端智能接入服务，而且更可贵的是，其
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标准化设备；在云端智能机器人运营方面，公
司已在网络端建立起专门的网络安全机制，每个机器人的控制单元
都具备独立IP，甚至SCA智能柔性执行器也拥有独立IP，这些都将
为IOT在机器人方面的应用奠定基础。

达闼科技取得的成绩远不止于此。在MWC达闼展台，多款云
端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云端智能安保机器人“Cloud Patrol”
凭借“萌萌哒”外表及聪慧的头脑成为服务机器人的“颜值担当”与

“智力担当”。它不仅配置了360度全方位摄像头，还具备云端人脸
识别、车牌识别等AI能力，能为社区安全等提供较为完善的无人化
解决方案。达闼科技还带来了包括云端拉曼、掌上超声设备、云端虚
拟机器人等在内的多款云端智能架构下的终端设备，展示出其智能
架构强大的拓展性及公司强大的创新能力。

黄晓庆还透露，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真正实现商业化运营的
人工智能公司，达闼科技早已开启了在5G网络环境下新业务模式
的尝试。目前，公司正在与各大运营商如中国移动、美国Sprint等
开展密切合作，并共同推出机器人智能营业厅等创新商业模式。此
外，依托5G网络，达闼科技的云端智能架构将为人们提供更加完善
的服务，如超声波检测等医疗类智能设备可为医生诊断提供依据。

“伴随着5G网络商用化步伐，达闼科技将加速推进先进技术与
5G网络的演进融合，使云端智能机器人成为‘5G网络+人工智能’领
域最具价值的应用。”黄晓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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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6日讯 记者黄晓芳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经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公室审定，渤海油田“渤中
19-6凝析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千亿立方米，凝析油探明
地质储量超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在中国东部地区也存在大型气田。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天然气
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消费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随着
经济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日趋紧迫。

为破解中东部地区用气难题，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产学研一体
化联合攻关，研究确定“油型盆地”在某些特殊地区具备形成大型天
然气田的条件。渤中凹陷就是这样的特殊地区，因而是渤海油田寻
找天然气“主战场”。

资料显示，自2016年底，备受瞩目的BZ19-6-1井开钻，完钻深
度 4180 米，一举打破渤海油田单井油气层厚度纪录。随后，渤中
19-6构造部署了一批勘探评价井，勘探工作进展顺利。

中海油探明东部首个大型气田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
告称，该公司已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签订《氢能项目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氢能技术研发、装备研制推广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
氢能产业做大做强。

鸿达兴业是我国第一家将液氢引入民用的公司。鸿达兴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奕丰表示，此次合作意味着公司将打通氢能制备、
存储、运输及应用全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填补我国民用液氢工厂空白。

周奕丰表示，《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预计，
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产值有望突
破万亿元。不过，氢气中远距离储运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痛点，这
也是公司积极推动此次合作的着力点。“此次我们将重点引进液氢技
术，力争实现氢能液态常温常压下的储存和长途运输。”

据了解，鸿达兴业是我国氯碱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氯碱产能达
100万吨。近日，鸿达兴业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已
获批在乌海建设8座加氢站。

鸿达兴业加速布局氢能全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