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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品牌中华行走进兰洽会

青岛海关启动“龙腾行动 2019”保护知识产权
本报讯 日前，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联合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出口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工作委员会举办
2019 年度“龙腾行动”专项培训交流
会议，山东省 18 家出口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的 32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海
关向企业宣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政
策和法律法规、
“龙腾行动 2019”具体
实施方案，并现场向企业解疑释惑。
这也标志着青岛海关正式启动知识
产权保护
“龙腾行动 2019”
。
据了解，今年 7 月起至年底，青岛
海关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龙腾行动 2019”，将根据

山东老字号：
古丝路上拓市场

□ 本报记者 马刚
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十五届中国兰州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上，山东
省商务厅举办了“山东品牌中华行”兰州站活
动。这次活动组织了东阿阿胶、德州扒鸡、崔字
牌等 15 家山东省知名老字号企业及臻三环、同
文堂、渤海口等 9 家三品一标企业、特色企业，携
300 余种老字号匠心产品、地域特产，集中亮相兰
洽会，把厚植齐鲁地域文化特色的美食美味、匠
心工艺，奉献给西北人民，成为本届兰洽会的亮

点，获得了兰州市民和专业观
字号”
公共品牌集群形象走进西北地区。
众的一致青睐。
山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兰
作为“一带一路”经贸合
洽会这一西部地区高水平的国际化、专业化大型
作的节点盛会，本届兰洽会以
展会，促进山东省企业与全国各地区间、行业间、
“开放、开发、合作、发展”为宗
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搭建起山东省老字号企业
旨，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绿 “走出去”与西部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
色丝路”为主题，邀请“一带一
合作的新平台。同时，向国内外观众展示源于齐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商
鲁大地的老字号企业之厚重历史底蕴和儒商文
协会、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
化魅力。
企业和知名跨国公司、专业采
泰山西麓“中国佛桃之乡”的泰山桃木王携
购商、投资商参会参展，促进
匠心桃木雕刻工艺产品、潍坊昌邑的同文堂笔庄
国家间、区域间、企业间合作。
精湛的非遗技艺、滕州爱瑞派老字号品牌厨具等
本次“山东品牌中华行”
兰
老字号产品均受到了兰州市民的热烈追捧。
州站展区共设置 216 平方米，
来自滨州阳信的华阳清真是山东品牌中华
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的整体装饰
行兰州站的“大赢家”，通过参展洽谈合作了多家
凸显了“至诚山东”及“山东老
渠道商，斩获意向订单 500 余万元。该企业相关
字号”
的公共品牌形象，
充分体现了山东儒家传统
负责人表示，参加“山东品牌中华行”，依托政府
文化和浓郁地方特色。兰洽会五天时间，展区客
背书的“至诚山东”信誉，把企业品牌文化、匠心
流不断，24 家企业达成现场销售近 30 万元，洽谈
产品呈现给专业观众，对于企业洽谈业务合作起
意向订单 980 余万元，
获得了良好的展销效果。
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据介绍，以“至诚山东”为主题的山东品牌中
为了让参展效果最大化，此次参展企业还创
华行自 2017 年开展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山
新展会呈现形式，
泰山桃木王、
泰山君子茶、
爱瑞派
东省内老字号企业、品牌企业以开放的姿态走出
等企业开通了电商直播，
展会期间观看直播的网民
去，开发、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兰洽会是
约5000人次，
在宣传企业品牌的同时，
还扩大了山
2019 年山东品牌中华行兰州站的落脚点，也是
东品牌中华行兰州站在兰洽会的宣传。展会期间，
山东省商务厅第一次组织老字号企业以“山东老
企业的线上销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际国内港口整合发展的大趋势，对标全球知名大
港，山东加快推进港口整合，建设世界一流的海
洋港口，
着力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8 年 3 月，渤海湾港口集团挂牌成立，滨
州港、东营港和潍坊港的整合大幕拉开，标志着
山东省港口整合打响第一枪。2018 年山东海洋
强省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港口作为陆海统
筹、走向世界的重要支点，着眼设施一流、技术一
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坚持问题导向，实施重
要措施，
全面建设山东国际航运中心。

青岛海关实现行政审批网上全流程办理
本报讯 7 月 5 日，青岛海关为某
出境粮食加工、仓储企业出具了首份
加盖行政电子印章的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书，此前，该公司通过海关行政
审批网上办理平台申请出境粮食加
工、仓储注册登记，海关为其出具了
关区首份加盖电子印章的行政审批
受理单。这也标志着青岛海关行政
审批网上办理平台电子印章功能启
用，海关行政审批实现了网上全流程
办理。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深化
“放管服”
改革，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提升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效能等要求，海关总
署对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进行
了升级完善，
自 7 月 1 日起全面启用各

级海关行政印章、行政许可专用章电
子印章，
打通了
“网上办”
的
“最后一公
里”。对于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
台直接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人
可以通过互联网查看、下载、打印海关
发送的加盖海关行政印章、行政许可
专用章的法律文书，还可以直接在线
填写
“满意度评价表”
。
据了解，目前青岛海关 12 项行政
审批事项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今
年上半年关区办理行政审批 7656 件，
其中网上办理 7575 件，占 99%。电
子印章功能启用后，企业除网上办理
行政审批手续外，还可自行打印加盖
海关电子印章的法律文书，将更加省
事、省时。
（潘宁 周婷）

龙口海关护航龙口港液化石油气进口

山东省港口进入深度整合期
本报讯 日前，青岛市国资委、青岛港集团与
威海市国资委、威海港集团签署国有产权无偿划
转协议，威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威海港 100%
股权(不含非经营性资产及对应负债)无偿划转给
青岛港集团，标志着山东省港口进入深度整合
期。
据介绍，山东港口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二，但
除了青岛、烟台和日照港 3 个亿吨大港，其余的港
口规模较小，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协同，低水平
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现象比较突出。面对国

海运、空运、快件、邮件等不同渠道特
点，聚焦汽车配件、电子产品、服装鞋
帽等商品，加大风险联合研判，加大
海关正面监管，着力对跨国品牌公司
知名品牌和本土出口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实施重点保护、持续培塑，有效
堵截打击关区各类侵权违法活动。
同时，青岛海关将建立知识产权关企
联络员制度，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
活动，加大力度调研指导企业制定维
权创新规划，为企业海外维权提供支
持，并鼓励权利人积极向海关提供侵
权假冒信息线索。
（李家存）

据悉，此次无偿划转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经营者集中申报。划转完成后，青岛港
集团将持有威海港 100%股权，成为威海港的唯
一股东。青岛港集团表示，虽然威海港与青岛港
在主营业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但是威
海港规模相对青岛港较小且威海港货物处理能
力较为有限，威海港和青岛港在主营业务上的竞
争程度有限，因此预期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青岛
港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马刚）

本报讯 2019 年是龙口口岸液化
石油气（液化丙烷、液化丁烷）进口
“元年”。今年上半年，龙口海关共检
验进口液化石油气 29 批次，重量 32
万吨，货值达 1.5 亿美元。进口来源
国扩大到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印度
尼西亚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多
元化进口格局。液化石油气的大量
进口为环渤海地区生产生活用气、化
工原料供应和改善空气质量状况提
供了坚实保障。
针对液化石油气进口快速增长
的态势，龙口海关积极对接进口企业

及代理商，宣贯进口危险化学品有关
法律法规，严密海关检验监管流程，
助力龙口港打造进口液化石油气的
“快速通道”和“安全通道”。同时，制
定 24 小时预约工作制度，合理安排工
作班次，实现现场不间断轮班作业，
确 保 液 化 石 油 气 进 境 船 舶 即 靠、即
检、即放。此外，针对液化石油气危
险化学品的特性，进一步完善口岸检
验检疫基础设施，强化危险化学品分
类鉴别业务，确保危险品的运输安全
和质量安全。
（龙关宣）

浙江宁波智能回收系统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率
本报讯 在一个用废旧集装箱改造而
成的垃圾分类服务站，居民可以选择通过
智能系统自助或人工窗口将塑料瓶、废纸
等再生资源进行分类投售，这是日前记者
在宁波鄞州区水榭花都苑小区看到的场
景。
“把可回收物拿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已
经成了越来越多人的习惯。”
小区居民胡阿
姨说。
“这得益于去年宁波市供销社与企业
联合开发的‘搭把手’智能回收系统，我们
旨在打造一个‘全品类、全区域、一体化+
公共服务’的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宁波市
供销社有关负责人说。
不仅居民分类投售方便，清运、处置等
环节也充分体现出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
回收箱放满会自动向调度中心发出信号，
封闭式回收车配备了车联网系统，与后台
即时互动，根据指令完成清运任务；
分拣中
心可对清运车辆实行不卸货称重并记录相
关数据，确保车辆和人力的高效使用……

据了解，
“搭把手”智能回收系统上
线运行半年多以来，已在宁波全市设
立各种类型的回收站点超过 670 个，
减量垃圾 2000 余吨。同时，宁波市供
销社建设综合分拣中心，尝试和宁波
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连接起来，
打造全闭环处置流程。
宁波市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处长
郎文琴说，按照建设规划，到 2021
年底，宁波将建成 3800 个回收站
点，实现全市城乡全覆盖；到 2025
年底，建成 25 个再生资源分拣中
心，年分拣能力达 150 万吨。
“再生资源的回收既有可观
的经济效益，也有显著的社会
价值，我们的目标就是挖掘它、
用好它，兼顾项目的可持续经
营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宁波市供销社有关负责
人表示。

张交会助企业打通向西开放丝路通道
本报讯 7 月 9 日，
“2019 丝绸之
路国际生态产业博览会暨现代丝路
寒旱农业绿色有机产品（张掖）交易
会”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第六届张
交会由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甘
肃省张掖市人民政府、广西凭祥市人
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将于 8 月 29 日
至 9 月 1 日在甘肃张掖国际展览中
心举办，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达 4 万平
方米，约 15 个国家 31 家国外企业参
展。
据张掖市副市长于永梅介绍：
“第六届张交会与往届相比，
‘绿色有
机’主题更加鲜明。此次活动也将紧
紧围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突出打
造‘绿色有机产业’
‘ 旅游及文创产
业’和‘药用植物产业’三大板块，努
力搭建集原生态、原产地、绿色有机
产品、中药材及旅游文创交流互惠互
利的大平台。
”
目前，张交会已成为中国绿色有
机农业“发声”的最大平台之一，成为

西部省市区关于生态农业、畜牧
业等多层面、多维度交流合作
的平台。前五届的成功举办，
改变了当地企业的观念意识，
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搭建
了广阔的平台，带动了农业转
型 升 级 ，促 进 了 东 南 亚 、中
亚、俄罗斯蔬果市场的开拓。
据 悉 ，活 动 同 期 ，还 将
举办张交会生态产业论坛
及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
请农业、畜牧业及中医药
业行业专家为参展参会人
员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
张交会坚持向西开放，着
力 拓 展 中 亚、西 亚 国 家
及丝绸之路沿线市场，
在 有 机 农 业 、旅 游 资
源、中药材等方面加强
合作，借助产业类同的
特 点 ，抱 团 打 通 向 西
开放的丝绸之路通
道。
（韩凯）

夜经济给城市夜晚带来活力
看大数据下夜经济有多火
在深圳，晚上 6 时后健身人
数占全天 70%以上；
18 时至 21 时，23 时至次日凌
晨 1 时，是小龙虾堂食订单的高峰
期……
天气渐热，城市的夜晚也愈发
精彩。文化、地域、气候的差异，造
就了不同城市各具特色的夜经济。
让我们跟着大数据，一起来看看你家
乡的夜生活都玩些啥，
有多火。

玩些啥：
餐饮健身休闲一个都不能少

华灯初上时，乘坐浦江游船，是打
开“夜上海”的一种独特方式。泛游浦江
之上，凝固的建筑之美与流动的江水之
音相和，让人们领略到这座城市特有的文
化魅力。
上海浦江游览集团副总经理洪朝辉
说，目前，上海共有 34 艘游船经营黄浦江
游览项目，年客流量 300 万人次以上，暑期
旅游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逾 1 万人次。
不只是上海，广州的夜游珠江、武汉的
夜游东湖、南京的夜游秦淮河，都在游客市民
中收获了较高人气。来自生活服务平台美团
点评的数据显示，不同城市的夜间消费呈现不
同特色，重庆、成都、深圳等城市的餐饮夜间消
费占比较高，成都、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夜间购
物占比较高，深圳、广州、成都等城市的夜间运
动健身消费占比较高。
深圳白领秦小姐每周三和朋友相约晚上 9
时一起去健身。她告诉记者，大城市节奏快且竞
争激烈，在她看来夜间消费不只是吃吃饭、唱唱
歌，也包括运动健身、读书会这样提升自己形象和
能力的活动。有统计显示，在深圳晚上 6 时以后的
健身人数占全天运动人数的 70%以上。

从国际趋势看，多点文化味儿，是夜经济的发
展方向之一。将夜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的英
国，已有不少博物馆实现晚间开放,每周五延长开
放时间到 22 时。在一年一度的“博物馆之夜”,伦
敦大小博物馆还会推出不同类型的晚间活动,以
展览、讲座、对话的形式一展文化魅力。北京、上
海等国内城市，则出现了营业至零点的书店和图
书馆。

有多火：
仅小龙虾就吃出千亿产值
在夜间消费中，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深夜食
堂”
有多火？从小龙虾一个品类上就能看出来。
来自美团点评的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小龙
虾总产值已突破 4000 亿元，仅在美团平台消费者
就吃掉了约 4.5 万吨小龙虾。今年前 5 个月，小龙
虾交易额已经达到去年的 77%。中午 11 时至 13
时，傍晚 18 时至 21 时，以及 23 时至次日凌晨 1 时，
是小龙虾堂食订单的高峰期。
看到夜间消费的潜力，越来越多的店铺正在想
办法丰富自己的夜间菜单。在美国汉堡连锁店昔
客堡的上海新天地门店中，除了传统的牛肉堡等选
择，
“邂逅外滩夜”
等一系列极具上海风情的产品也
非常受欢迎。店长韩萌说：
“新天地晚间客流非常
大，晚上 6 时至 10 时是高峰，外国顾客占 15%左
右。
”
从美团点评的数据看，上海市夜间营业的商户
占全部品类商户的比重在 91%左右。夜间消费以
餐饮品类为主，同时休闲娱乐（购物、洗浴、电影演
出）、生活服务等品类的夜间交易也占有一定比
重。以宵夜文化闻名的广东，希望借助打造精品粤
菜进一步激发广州及周边城市的美食经济潜力。
北京正在鼓励当地重点街区的商场、超市和便利店
适当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夜经济的活力不仅体现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
的二三线城市也加入了这股热潮。饿了么数据显

示 ，2019 年 以 来 兰 州 的 夜 宵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48%。在山东济南，今年 5 月晚上 8 时到第二天早
上 5 时前的饿了么订单占比整体增长 3%，说明当
地的消费时间在逐渐后延。

差点啥：
创新管理才能“既繁荣又有序”
夜经济在给城市夜晚带来活力和魅力的同时，
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做到既繁荣
又有序，既不扰民又保证流量，考验着管理部门的
智慧。
开展街道夜间景观建设，打造大型城市夜间活
动，鼓励商户延长营业时间……今年以来，上海、北
京、天津、济南等城市纷纷出台推动夜经济发展的
指导意见或配套措施。例如，上海设立了“夜间区
长”
“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强化夜经济发展的协调
机制。
业内专家认为，夜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社
会、政府共同努力。首先，夜经济不应只是吃吃
喝喝，演艺、文旅、体育、商贸等诸多领域都应
进入夜间消费的“菜单”。要通过完善规划，
使 夜 经 济 形 成 布 局 合 理 、业 态 多 元 的 格
局。其次，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
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如延长地铁运营
时间，增加深夜公交车，对可能存在
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加强
监管。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徐
志虎认为，随着夜经济规模扩
大、形式增多、营业时间延
长，政府部门要创新管理，
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确
保夜经济“既繁荣又有
序，
既精彩又安全”
。
（何 欣 荣 有 之 炘
周蕊 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