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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烟台对外开放30周年大会昨举行，重温30年开放历程

5500户户对对外外开开放放功功勋勋企企业业受受表表彰彰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年底投入运营

增增长长4444 .. 88倍倍

全市生产总值

1984年 2013年

47亿元

5613 . 9亿元

增增长长9944倍倍

地方财政收入

1984年 2013年

4 . 6亿元

437 . 2亿元

扩扩大大1111倍倍

城市建成区面积

1984年 2013年

不足
60平方公里

720平方公里

拥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 经济总量

全市外贸出口 全市人才总量
占户籍人口比例

11998844年年：：11户户
22001133年年：：33882200户户

11998844年年：：全全省省第第55位位
22001133年年：：第第22位位

开开放放之之初初：：00 .. 2244亿亿美美元元
22001133年年：：229944 .. 77亿亿美美元元

11998844年年：：不不足足22%%
22001133年年：：2200%%以以上上

3300年年间间
全全市市生生产产总总值值年年均均增增长长1144 .. 11%%
而而同同期期实实际际利利用用外外资资年年均均增增长长2222 .. 77%%
对对外外贸贸易易增增长长3300%%
对对外外投投资资增增长长2266 .. 99%%

到2013年，全市三次产业比重调整到

7 . 5：54 . 8：37 . 7

工业增加值

1984年：14 . 4亿元

2013年：2757 . 8亿元

增长98 . 3倍

服务业增加值

1984年：10亿元

2013年：2117 . 8亿元

翻了五番多

农业增加值

1984年：20 . 6亿元

2013年：421亿元

增长3 . 2倍

全市产值过亿元企业

1984年：2家

2013年：1518家

产值过百亿元工业企业17户

营业收入过百亿元服务业企业3户

制图：武春虎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张
琪） 6月26日下午，纪念烟台
市对外开放三十周年大会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中心礼堂
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张江汀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孟凡利主持会议。

会议一开始，与会人员观
看了纪录片《开放的力量》，市
委副书记张永霞宣读了市委、
市政府《关于表彰烟台市对外
开放50户功勋企业的决定》，市
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发了奖牌。

张江汀在讲话中指出，
1984年5月，烟台被党中央、国
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
开放城市，一举站在了对外开
放的最前沿。30年对外开放极
大地增强了烟台的综合实力，
使烟台从一个沉寂的滨海小
城，一跃成为全国沿海发达城
市；30年对外开放极大地优化
了烟台的产业结构，使烟台从
传统农业地区，迅速实现了向
现代工业城市的跨越；30年对
外开放极大地拓展了烟台的发
展空间，使封闭半封闭的烟台，
大踏步地走向了世界；30年对
外开放极大地释放了烟台的体
制活力，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烟台，加快了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全面转轨；30年对外开
放极大地改善了烟台的城乡面
貌和人民生活，使处于“基本温
饱”发展阶段的烟台，快速进入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
段。

张江汀指出，未来30年，烟
台市将按照“一个率先、三个坐
标、三个跨越”的目标，努力在
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保持优
势地位。在新的发展征程中，改
革开放将始终处在“关键一招”
的位置，对外开放将始终是我
们的最大优势，必须更加重视
开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坚持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使对外
开放成为烟台的基因、融入烟
台的血液。

孟凡利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
定要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
机遇，以更大的气魄全方位推
进烟台市的深层次对外开放。
要着力推进产业国际化，推进
市场国际化，推进企业国际
化，推进园区国际化，推进城
市国际化，坚持城市治理与对
外开放共同推进，真正实现城
市定位上的国际化、城市功能
上的国际化、城市文化上的国
际化。

主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大会上，市委书记张江
汀说，“我们要积极打造对外开
放‘升级版’，靠创新的思路和
办法增创开放发展新优势。”张
江汀随后一连用了“大龙头”、

“大格局”、“大机遇”几个关键
词对开放升级作了解读。

张江汀说，要聚力引进
开放“大龙头”，以世界500强
和 大 型 跨 国 公 司 为 主 攻 方
向，深入推进招大商、招好商
工作，千方百计引进一批像

“通用东岳”、“浪潮LG”这样
的大项目、高精尖项目、有震
撼力的项目，靠大项目培育
大企业、用大企业拉动大产
业、建设大基地，实现产业向

规模化拓展、链条向高端化
延展、产品向品牌化发展。

要加快构筑开放“大格
局”，面向全球资源富集区，推
动一批资源开发型企业“走出
去”，建设烟台的境外能源资源
供应基地。

要敏锐抓住开放“大机
遇”，加快步伐做好打造中日韩
自贸区“先行通道”各项工作，
抢占国际自由贸易先机；积极
呼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充
分发挥烟台作为东方海上丝绸
之路首航地的优势，主动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使之成为全市开放发展新的重
大增长点。

烟台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乐金电子部品（烟台）有限公司
烟台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
汉高乐泰（中国）有限公司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东洋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烟台铁姆肯有限公司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帕特仑电子有限公司
益海（烟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烟台首钢丰田工业空调压缩机有
限公司
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汇洋集团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霍富汽车锁有限公司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一精密工业（烟台）有限公司
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华润锦纶有限公司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朝日绿源农业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鹏晖铜业有限公司
烟台捷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绮丽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
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
司
烟台欧尚超市有限公司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50户功勋企业名单

近几年，烟台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步伐加快，城市的功能
越来越完善，随着青荣城际铁
路和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烟台的
立体交通体系渐渐显现出来。

大会上，市委书记张江汀
介绍，适应不断扩大的开放需
求，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发展起
了以烟台港为龙头，以蓬莱、龙
口、莱州、海阳等港口为主干的
现代港口集群，新建了总投资
500亿元的烟台港西港区等一

批重大港口设施。
烟台莱山国际机场成为

全省三大干线机场之一，烟
台蓬莱国际机场今年底可投
入运营。烟大铁路轮渡建成
通航，蓝烟铁路实现电气化
改造，青荣城际铁路年内可
全线贯通，将改写烟台铁路
终端城市的历史。全市公路
通车里程从4000公里发展到
1 . 7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
有发展到500多公里。

本报记者 张琪

突出“三大高地”，“四个增长极”

会上市委书记张江汀提出
抓好“三大高地”、“四个增长
极”建设的说法，构建功能互
补、辐射有力、更具活力的园区
经济新格局：烟台开发区是烟
台市30年对外开放的一面旗
帜，要继续瞄准全国一流园区
加压奋进，保持住强劲发展态
势和综合竞争优势，打造成全
市对外开放高地；烟台高新区
已进入了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时
期，要以建设国家创新型特色
园区为引领，大力聚集高技术
产业和高端人才，打造成全市

科技创新高地；烟台东部新区
具有强大的后发优势，要坚持
高点起步，一步到位做好“增
量”文章，一鼓作气实现在省内

“四个同类新区”中后来居上、
走在前面，打造成全市转型升
级高地。

深入实施“蓝”“黄”两大
战略，推动环莱州湾西部增
长极加快崛起、环丁字湾南
部增长极迅速成长、环龙口
湾北部增长极早日成势、以
长岛为主体的海岛增长极及
早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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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朗股份董事长吴健民：

“走出去”理念

贯穿企业发展始终

笑声爽朗，美髯过胸。山东舒
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健民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这么些年来舒朗一步步走过
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也是
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
持。”吴健民认为，企业发展壮大的
理念在于走出去，“舒朗从创建开
始，就将打造国内自主创新品牌走
向世界作为理念，15年来一直执着
于事业的追求，我们始终不动摇。”

关于走出去，吴健民的理解更
是多个方面，但他特别强调了走出
去的步伐贯穿企业发展始终。关于
今后的目标，他说，“下一步继续巩
固中国市场，巩固全球网点建设和
合作，进一步使企业成为具有真正
竞争力的世界品牌。”

本报记者 张琪

26日下午，纪念烟台对外开放三十周年大会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召开。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获奖企业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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