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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亿元增量
未来五年从哪找

2017年到2021年，青岛GDP
总量5年跨越五个千亿，未来5年
这6000亿增量又从哪找？

青岛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了“2020年-2025年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年均保持在7%左右”的
目标。青岛七区三市中，市南、李
沧、崂山、西海岸新区和平度在党
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 2 0 2 6年
GDP可量化目标。在国家级新区
中排名前三的西海岸新区，2021
年GDP为4368 . 53亿，今后5年
GDP增速要达到年均8%以上，力
争突破6000亿；1400亿量级的市
南区给出了未来5年2000亿的目
标；体量最小的李沧和莱西目前
都是600亿量级，其中李沧定下的
目标是1000亿。

2万亿“大盘子”怎么装？首先
会装进去支柱产业，500亿级、
1000亿级、3000亿级……这些支
柱产业体量大，增长稳定；再装重
点产业集群以及未来可能做大的
新兴产业；再装重点大项目。

在工业强市的道路上，形成现
代新兴产业集群，是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趋势，也是产业进阶，打造辨
识度的关键。目前，青岛智能家电、
轨道交通装备2个产业入选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青岛的目标是到
2025年，智能家电产业链产值规模
突破3000亿，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
产值规模力争突破1500亿。青岛的
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青岛第一大
产业，目标是到2025年，汽车产业
链产值突破3000亿。在新能源汽车
上，按照即墨、莱西和西海岸新区
的规划，未来5年有望达到3000亿
量级，甚至更高。

芯屏产业、虚拟现实产业，都
是青岛上下寄予厚望的新兴产
业。新兴产业虽然增速快，但体量
不大，产业能级偏低。从宁波的情
况看，宁波磁性材料产业集群去
年入选2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产量超过全国总产量
40%。2020年宁波磁性材料产业
集群工业总产值262 . 5亿元，同
比增长20 . 1%；2021年总产值增
幅71%，增加值增速达46%。

从GDP贡献度上，石化产业
和汽车产业是宁波经济的“压舱
石”。这两大产业正是宁波着力培
养的“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的

“领头羊”。
2021年，宁波300余家规上石

化企业工业总产值达4145 . 9亿
元，工业增加值889 . 9亿元。通过
打造标志性产业链，宁波石化产
业剑指万亿目标。

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整车和
零部件生产基地，宁波汽车产业
也剑指万亿。2020年，宁波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完成工业产值3100多
亿元。在这个基础上，宁波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大产业
成为宁波完成2 . 2万亿目标的重
要支撑。

疫情防控时期，制造业是最
有保障的引擎，尤其是制造业大
项目，这就要加大工业投资力度，
比拼双招双引的效果。青岛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施制造业

提振计划中，要加快推进总投资
4137亿元的227个工业重点项目
建设，加快京东方、芯恩、奇瑞、海
尔中央空调等项目的建设和达产
增效。

在芯屏产业上，近年来，青岛
西海岸新区聚焦打造中国北方半
导体和光电显示产业高地，集聚
了总投资超千亿元的30多个项
目。

城市竞逐最终体现在
“顶层设计”上

政府工作报告是观察各地政
策走向、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从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城市的竞
逐，最终体现在产业布局结构调
整、新兴产业培育这些“顶层设计”
上。

2022年宁波的产业拼图中，剑
指四大千亿级数智化制造业，四大
千亿级数智化服务业。这样一个产
业体系的构建，成为2026年实现
2.2万亿目标的基础支撑。

在未来5年产业布局上，青岛
市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列出了七
大优势产业+十大新兴产业+七大
未来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和目标。

七大优势产业分别是：智能
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
车、高端化工、海洋装备、食品饮
料、纺织服装。青岛市提出从这七
大优势产业中培育一批世界级、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力争优
势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

十大新兴产业是：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智能制造
装备、先进高分子及金属材料、精
密仪器仪表、通用航空、氢能与储
能。青岛市要从这十大新兴产业
中打造一批五百亿级和千亿级产
业集群，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

七大未来产业是：基因技术、
未来网络、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
海开发、空天信息、海洋物联网。

这两大城市大量布局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既是地方产业规

划的重点战略方向，也是未来衡
量区域科技创新和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这就带来供给侧需求上
的巨大变化。针对这些新兴产业
的创新资源、高端人才，支撑制造
业往高端走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有效供给不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
现象。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是个“万亿产业”

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度，成为观察一个城市制造业的
能级和含金量的标尺之一。

“什么是宁波的‘主业’？毫无
疑问是制造业。”4月9日，宁波市
委书记彭佳学在北仑代表团参加
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表示，宁波
提出打造“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智造”二字是关键。一个强大的
制造业城市离不开高质量的服务
业，其产业结构仍应该是三二一。

2021年，宁波规上工业产值
首破2万亿，排名浙江之首、长三
角第三、进入全国前十；工业增加
值突破60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七。
2万亿代表了规模和体量，同时也
意味着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成
为迫切之需，这个时候，宁波市政
府的工作报告的关键词转向“智
造”，转向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
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强
调，要“超常规发展数字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有多
重要？有研究表明，将生产型服务
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
可以提升39 . 6%。2020年，宁波市
服务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增加
值6376 . 4亿元，占全市GDP的
51 . 4%，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占比就达60%。

宁波以“超常规”这三个字，传
递出转型决心，同时突出了为“智
造”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

2021年规上工业总产值首破4
万亿的苏州，早已经把生产性服务
业视为新苏州制造的“新式武器”。

再看一下另一座城市苏州。
2020年7月，苏州就召开生产性服

务业推进大会，高规格布局生产
性服务业。苏州“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8%”和“每万
人口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
23 . 8件”一同列入高质量发展指
标。从这些数据看出，大力发展知
识产权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不光对创新体系起到强力支
撑作用，也是一个极具含金量的

“万亿产业”。
2021年，苏州的服务业增加

值达到1 . 17万亿元，增长8 . 1%，
拥有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32
家，拥有省级生产性服务业聚集
示范区21家，均居江苏省首位。

宁波拿出“超常之策”
青岛要打造城市品牌

近年来，山东省对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需求快速攀升，推动高
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在高技术产业相关服务业上，
2020年、2021年两年研发与设计服
务业营业收入平均增长28 .7%，今
年1-2月增长41 . 4%；在互联网相
关服务业上，互联网数据服务业营
业收入两年平均增长76%，今年1-
2月增长412 .4%；在软件和信息技
术相关服务业上，应用软件开发业
营业收入两年平均增长18 .7%，今
年1-2月增长35 . 3%；集成电路设
计业营业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31 .6%，今年1-2月增长117 .2%；动
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业营业收入
两年平均增长27 . 5%，今年1-2月
增长30.8%。

今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打造“工赋青岛·智造强
市”这个城市品牌。

“工赋青岛”集中展现了青岛
通过数字化推动产业转型，培育
新型产业的成效。2020年6月，青
岛提出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
都”，2022年4月又提出打造“工赋
青岛·智造强市”这个城市品牌。

工业互联网本质上是生产性
服务业的一部分。作为品牌之都，
青岛通过塑造城市品牌这种方式

重塑城市调性，进行范围更大、程
度更深的数字化转型，提法和宁
波不一样，但目的是一样的。

比起两年前，青岛的工业互
联网生态茂盛了很多，目前青岛
已经培育覆盖了装备制造、纺织
服装、消费电子、家具、汽车、印刷
等行业，数十家特色专业型工业
互联网平台。

2021年青岛政府工作报告
中，点名要做大做强一家叫“柠檬
豆”的企业，这个柠檬豆产业互联
网平台，就是以提供科技成果转
化全套服务“出圈”的。

橡链云是全球首个投入使用
的橡胶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
3200多家上游供应商，2000多家
下游经销商，6万多家零售终端门
店，推动橡胶工业产业链上下游
的企业在设计、制造、供应和服务
环节的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

青岛矢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是中车四方所基于工业互联网技
术的轨道交通行业创新协同应用
平台的生态合作伙伴之一，为平
台提供工业数字孪生技术和解决
方案。

2019年，服务过三星、软银、
本田以及华为的全球知识产权运
营平台IPwe将中国总部落户山
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IPwe专
门从事专利分析、专利估值、专利
池、专利融资等服务，已经和澳柯
玛、海信结成战略合作关系。青岛
通过引进IPwe这样的企业，弥补
了长期以来专利运营、许可交易
等高附加值服务缺失的短板。

在山东省创新资源最聚集、
创新力量最活跃的青岛，像柠檬豆
这样以新模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的新型平台、新的标准评价机制和
金融工具在市场推动下破土而出。
2020年，青岛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
达到43件，位居全省第一，这个数据
远高于全国平均数量，青岛的工业
底蕴成为滋养创新的肥沃土壤，也
给发展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021年，青岛市入选综合类
“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累
计培育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平台、项目）达16家，居副省级
城市首位。工业设计等10个服务
型制造主要模式深入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规模占全市经济总量的
比重达到30％以上。

这个比重与宁波不相上下。对
比1 . 4万亿赛道的无锡与宁波，青
岛工业背负的任务更重，一方面要
做大，一方面还要做强，首先要在
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其GDP占比这
个硬核指标上进行突破。

在今年宁波市两会上，“超常
规发展数字经济”引发了委员代
表热议。什么是“超常规”，何谓超
常之策？不少委员代表认为，实现
这一目标，宁波首先要拿出超常
规的人才招引政策。

对于青岛市制造业而言，好
现象已经出现。青岛高端制造业
的头部企业海尔智家、京东方、歌
尔微电子、曙光信息、柯锐思德等
一众企业已经开始砸钱招人。

近日，芯恩（青岛）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发布了百余个招聘岗
位，涉及技术研发、信息技术、测
试中心等多个职位，薪资范畴在1
万-3万不等。海尔智家招聘“AI
智能体验官”，面向硕士及以上学
历，月薪7万-10万，而“AI智能首
席体验官”要求10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的博士应聘，月薪最高达
12 . 5万。

不管是2万亿还是2 . 2万亿，
对于青岛和宁波来说，身处全国
城市第一阵营，你追我赶，不进则
退，别无退路。

到2026年青岛GDP剑指2万亿，宁波坐标2 . 2万亿

“智造”比拼，青岛发力点在哪？
力争2026年生产总值迈上2万亿元台阶，这是青岛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的目标。
2021年，宁波市GDP为14594 . 9亿元，增速8 . 2%；青岛14136 . 46亿元，增速

8 . 3%；无锡14003亿元，增速8 . 8%。它们分别处在浙江第二、山东第一、江苏第
三的位置，10年缠斗中，三座城市在百强城市榜座次紧紧咬住。不久前举行
的宁波市两会上，将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调高到2 . 2万亿元。而无锡和1 . 3万亿
量级的长沙，与青岛同样锁定2万亿目标。

“2万亿”这个新坐标下，前有标兵，后有追兵，青岛的发力点在哪？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聚焦打造中国北方半导体和光电显示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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