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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黃」 戰略
「藍黃」戰略指《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

發展規劃》與《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
發展規劃》，是兩大國家級戰略，兩大戰略
將成為 「十二五」規劃期間山東省經濟發展
的重要引擎。

2011 年 1 月 4 日，國務院批覆《山東半
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這是 「十二五」
開局之年第一個獲批的國家發展戰略，也是
我國第一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區域發展戰
略。規劃主體區範圍包括山東全部海域和青
島、東營、煙台、濰坊、威海、日照 6 市及
濱州市的無棣、沾化 2 個沿海縣所屬陸域，
海域面積15.95萬平方公里，陸域面積6.4萬
平方公里。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
》於2009年12月3日由國務院正式批覆，黃
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位於渤海南部黃河
入海口沿岸地區，包括山東省的東營、濱州
和濰坊、德州、淄博、煙台市的部分地區，
共涉及19個縣（市、區），總面積2.65萬平
方公里，佔山東全省面積的六分之一，總人
口約 985 萬人。黃河三角洲土地資源優勢突
出，地理區位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較為豐富
，生態系統獨具特色，產業發展基礎較好，
具有發展高效生態經濟的良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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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站在示，站在 「「十二五十二五」」 新起點上，山東省要以新起點上，山東省要以 「「藍黃藍黃」」 兩大戰略為重要兩大戰略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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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增長極。的經濟增長極。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辛民、王志剛辛民、王志剛

「提出建設經濟
文化強省，是我們在
工作指導思想上的一
次與時俱進。」姜異
康表示，山東提出建
設經濟文化強省是在
2008 年，並提出了經
濟和文化都要實現由
大到強的轉變。要堅
持文化與經濟融合發
展，特別是文化產業
，要適應經濟文化一
體化發展的趨勢和要
求，形成文化經濟互
動的發展格局。

姜異康曾講過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
，他去觀看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阿凡
達》。 「新興的一些文化手段的表現力
、衝擊力是極其強大的，所以我們要有
這個意識跟上這種潮流。在新的歷史條
件下，要不斷賦予傳統文化新的形式和
內容，運用新興手段進一步增強齊魯文
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姜異康用他的觀
後感來說明 「創意」和新手段對弘揚齊
魯文化、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作
用。

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地區，
山東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文化
建設投入力度逐步加大，文化產品創作
生產成果豐碩。 「十一五」期間，山東

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8.79%。
2011 年該省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
2300億元，山東文化發展整體實力和競
爭力進一步增強。

2013年10月，第十屆中國藝術節將
在山東濟南舉辦。姜異康明確表示，山
東要以 「十藝節」為契機，加快建設重
點文化設施，完善基層文化服務網絡，
全面豐富繁榮城鄉文化舞台。

「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
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惠及人民。」姜
異康說，該省將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
建設，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不斷
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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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資是山東省目前外資的首要來源地。記者從山東省商務

廳了解到，2011年1-12月份，該省累計新批外商投資項目1433
個，合同外資 157.9 億美元，其中香港合同外資 103.7 億美元，
增長41%，佔全省的65.7%。

姜異康表示，下一步該省將進一步加強魯港之間的交流，
尤其在現代服務業、教育、文化、旅遊等方面進行深入合作。

深化魯港五領域合作
「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是全球最具競爭力

和活力的經濟體。香港大企業、跨國公司多，融資能力強，是
內地擴大開放的重要平台。」姜異康非常看好香港的 「窗口」
作用。

姜異康說，山東與香港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山東有很強
的工業基礎，魯港合作前景廣闊，魯港應該在產業協作、服務
業合作、多渠道國際合作、人才科技創新、教育文化旅遊合作
等方面加強合作。等方面加強合作。

邀港商共享 「藍黃」 商機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個國

家級戰略的相互交融及政策的疊加效應，也使山東省的快速發
展如虎添翼，也為魯港兩地合作開創了新的內容及形式。

「一個省出現兩個國家發展戰略，對山東來講肩負着重任
，體現了期待，也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遇。」姜異康特別希望
港商能分享這兩大國家戰略的投資商機。 「我們願借助香港這
一重要平台，加強國際經貿合作，不斷拓寬合作領域、豐富合
作內容、創新合作方式。」

他表示，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環境優越，土地
資源豐富，合作潛力巨大；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是 「十二五」
開局之年第一個獲批的國家發展戰略，也是中國第一個以海洋
為主題的區域戰略。目前，山東正在舉全省之力將兩大國家戰為主題的區域戰略。目前，山東正在舉全省之力將兩大國家戰
略實施好、完成好，國家也會相繼推出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政策略實施好、完成好，國家也會相繼推出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政策
支持。香港面向海洋經驗豐富，希望香港企業緊緊抓住這一機支持。香港面向海洋經驗豐富，希望香港企業緊緊抓住這一機
遇，參與兩大國家戰略的建設，開闢魯港合作新領域。遇，參與兩大國家戰略的建設，開闢魯港合作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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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約用海，實行開發與保護相結合中集約用海，實行開發與保護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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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黃兩區已成為拉動山東省轉方式調結構、向經▲藍黃兩區已成為拉動山東省轉方式調結構、向經
濟文化強省邁進的濟文化強省邁進的 「「兩大引擎兩大引擎」」

▲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認為，發展▲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認為，發展 「「藍黃藍黃」」
戰略對山東而言，既是機遇更是責任戰略對山東而言，既是機遇更是責任

「去年 『藍黃』兩區建設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呈現出投入力度大、增長速度快、質量效益好、發展
後勁足的良好態勢，形勢令人鼓舞。」姜異康充分肯
定了2011年 「藍黃」兩區建設取得的成績。

2011年， 「藍黃」兩區實現生產總值23278.5億元
，完成規模以上固定資產投資14035.1億元，實際到帳
外資79.7億美元，其中生產總值佔全省總量的51.2%，
一批特色產業園區和優勢產業集群加速形成。 「藍黃
」兩區建設在推動全省轉方式調結構中發揮了重要的
引領和示範作用，已成為山東科學發展的兩大引擎。

在中國區域帶動的大格局中，山東 「藍黃」兩大
戰略的發展正在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 「山東路徑」。

而就在過去的一年多，姜異康先後到沿海7市、30
多個縣（市、區）和120多個基層單位實地調查，召開
幹部群眾和專家學者座談會30多次。

「通過調查研究不斷深化對中央關於發展海洋經
濟重大戰略決策的認識，感受到了藍色經濟發展帶來
的新變化。」姜異康不斷在思考如何推進 「藍黃」兩
區建設。

「藍黃紅黑」 助推區域帶動戰略
繼 「藍黃」兩大國家戰略之後，國家相繼批覆山

東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試點方案，批准沂蒙革命老區
參照執行中部地區有關政策，成為該省發展的兩大難
得機遇，也讓山東的發展更加色彩斑斕， 「藍」 「黃
」 「紅」 「黑」成為發展的新亮點。

「黑」，即日照鋼鐵精品基地建設，它的發展將
帶動魯南經濟帶建設發展。 「紅」，即沂蒙革命老區
，它的發展將推動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

由此，以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黃河三角洲高效
生態經濟區、沂蒙革命老區、日照鋼鐵精品基地為引
領的 「藍黃紅黑」區域經濟增長極的積聚隆起，將成
為深入推進重點區域帶動戰略，拓展該省發展空間的
內生驅動力。

莒縣縣委書記劉守亮認為， 「藍黃紅黑」區域帶
動戰略的確定和實施，是對山東生產力布局的重大調
整，是 「十二五」山東發展的戰略性定位。對地方發

展而言既是機遇，更是責任，需要真抓實幹，在區域
規劃框架下，乘勢而上，拓展空間。

實施重點區域帶動戰略是 「十二五」期間山東統
籌重大生產力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
此間，山東將以 「藍黃」兩大國家戰略為機遇，重點
實施五大區域帶動戰略，包括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省會城市經濟圈，加快
日照精品鋼基地建設，打造魯南臨港產業聚集區及膠
東半島高端產業基地建設。

今年開發20萬畝未利用地
山東省 「藍黃」兩區建設工作會議上傳出消息，

該省將繼續加大兩區的未利用地開發力度，確保年內
開發未利用地20萬畝。

「藍黃」未利用地主要集中在黃河三角洲，近800
萬畝，約一半適宜開發，特別是東營、濱州兩市的未

利用地資源豐富，在各地用地指示越來越緊張的背景
下，優勢明顯。

根據規劃，山東 10 年內將開發未利用地 200 萬畝
，再利用10年，基本完成未利用地開發任務。2011年
至2015 年開發110 萬畝，包括新增農業地66 萬畝和建
設用地44萬畝。

山東今年將搭建省級土地指標交易平台，積極籌
措資金，根據未利用地開發的總體實施方案，進一步
加快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在項目和資金安排上給予傾
斜。

績效考核力促 「藍黃」 發展
「嚴格考核，完善考核機制，狠抓落實，深入推

進重點區域發展帶動戰略。」姜異康表示，在 「藍黃
」兩區建設中，要把考核結果作為領導班子建設和領
導幹部選拔任用獎懲的重要依據。

記者了解到，在即將出台的《 「藍黃」兩區建設
年度績效評價及考核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將採取
定量考核、定性考核和群眾滿意度評價三種辦法，對
「藍黃」兩區建設進行年度考核，以促進兩區規劃實

施。
藍色經濟區考核對象為青島、東營、煙台、濰坊

、威海、日照 6 市及主體區內的 51 個縣（市、區），
黃三角考核對象為東營、濱州兩市及規劃內的19個縣
（市、區）。 「藍黃」疊加的11個縣（市、區），分
別按照 「藍黃」兩區建設考核指標體系進行考核。

藍色經濟區考核指標體系包括綜合類、海洋產業
、海洋科技、生態文明四大類指標，權重分別為20%、
40%、20%、20%，共設置了15項一級指標、47項二級
指標。黃三角考核指標體系包括綜合類、高效生態產
業、科技創新、生態文明、土地資源開發5大類指標，
權重分別為 20%、35%、15%、25%、5%，共設置了 17
項一級指標、55項二級指標。

▼青島港將被打造成現代化綜合性大港和東▼青島港將被打造成現代化綜合性大港和東
北亞國際航運樞紐北亞國際航運樞紐

▲姜異康強調要用新手段增強齊魯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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