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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 17 个项目纳入青岛标准化试点计划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辛小丽 通讯员 刘伟 张志成
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
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青岛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四方签署《推动标准化与技术性贸易措
施服务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合
作备忘录》
（以下简称《备忘录》
）。
据了解，近年来，胶州市已完成 6 项国家级、7 项
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辖区内企业累计参与制
定国际标准 10 项、国家标准 67 项、行业标准 153 项、
地方标准 59 项，有力发挥了标准促进互联互通、便
利贸易往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社会治理的支撑
作用，为现代化上合新区建设赋能增效。
据介绍，新纳入标准化试点的 17 个项目，涉及
教育、卫生、旅游、行政审批等各方面，通过标准化
创建，将有效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在党政机关和平
台公司选取 18 个单位作为首批试点，引入国际先进
的管理理念，对工作流程进一步细化优化，不断改
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在“标准化”机关建设
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推动标准化在党政机关的运用，到 2024 年形成一批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标准化亮点，形成可供
复制推广的标准化经验。
“引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具体
工作与作风能力建设、国际标准结合，将督促机关
事业单位树牢‘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理念，创新
行政管理方式，推进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提升服
务能力、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胶州市“作风能力
昨日，青岛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现
提升年”活动推进专班办公室组织协调组副组长
场观摩会暨胶州市“作风能力提升
唐克成表示。
年·标准创新型城市”建设启动仪式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郑增忍认
在青岛胶州举行。全域旅游、医养结
为，
通过政府、
企业、
研究机构的多方合作，
对内可促
合、智慧健康养老、行政审批远程视
进与国际标准接轨、
助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可
频勘验、职业教育“3+1+2”长学制人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争取国际规则话语权，
更好服务
才培养……胶州市 17 个社会管理和
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公共服务专项纳入标准化试点计划，
启动仪式上，铺集镇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项目
在青岛地区率先以标准化创新发展，
成功纳入标准化试点。铺集镇在深入推进党建引
引导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转作风、
领城乡资源共享行动过程中，创新“政府+平台公
强能力、抓落实、促发展”。
司+头部企业+农户”土地流转模式，引进农业生产
服务头部企业汉农精耕，完成流转 1.6 万亩、预流转 1
万亩，
初步形成了一条土地流转的“铺集经验”。
“标准化”
实现从有到优
“通过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总结提
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标准化经验
启动仪式上，胶州市发布近年来标准化工作情
升铺集镇在土地流转方面的经验打法。逐步上升
记者在《行动计划》中看到，胶州市将在机关运 为青岛标准，也将为其他地方土地流转工作提供有
况和《胶州市“作风能力提升年·标准创新型城市”
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青岛市市场监 转、社会治理、改善民生等领域，实施标准化引领、 益借鉴。”铺集镇党委书记隋京龙说，将主动参与标
督管理局与胶州市政府签署《推动胶州市率先建设 标准化示范、标准化筑基、标准化迭代、标准化素质 准化创建，用好标准化这把“金钥匙”，做细做实“七
标准创新型城市战略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合作协 提升、标准化强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七大工程”， 大工程”，助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走深走实，在

数字城市产业首次上榜《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加快建设国际范、现代范、活力范、生态范的现代化
上合新区中当龙头、做表率。

推动标准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根据《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发挥技术性贸易措
施通报评议中心的作用，开展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信息资源推广应用工作；农业农村部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心发挥负责动物卫生领域相关评议
工作的优势，开展动物卫生领域标准法规通报和评
议相关工作；上合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统筹辖区内各
种资源，为推进标准化与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提供
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青岛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行业务指导，并积极承接参与标准化与技术
性贸易措施应对评议和研究工作。
下一步，胶州市将依托青岛国际标准化论坛等
高层次平台，引导各类主体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国
际规则制定，推动标准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互
相赋能，在标准创新型城市建设中走在前；推进全
域旅游、政务服务、智慧监管、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
标准制定，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标准化建设引
领全域标准化发展，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走在前；将标准化融入机关建设全过程，大
力开展“五化五型”机关创建，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在机关事业单位广泛运用，在“作风能力提升年”
活动中走在前。

地铁 2 号线国际邮轮港站小港站主体结构完工

海纳云引领行业
“捷足先登”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聂艳林
日前，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正 其是在软件上的突破，对于行业国产化发展的赋
式发布 2022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 能非常有潜力。
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是“数字城市”这一行
可以看到，凭借着“技术价值”的高含金量与
业首次出现在榜单上；而海纳云，则以 115.25 亿元 高成长力，海纳云正在不断获得从资本市场到专
品牌价值和强势成长势头成为数字城市行业率先 业机构的更多认可和期待。
上榜 500 强的新兴科技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榜单指向的品牌“价值”，
模式价值
不仅是商业价值单一维度：比起很多关注既有财 “技术+场景”
，
打造数字城市一张网
富的榜单，这份由全球三大品牌价值评估机构之
一世界品牌实验室出具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取
牌》也聚焦于对企业未来价值的评估。
得一定成就，但也面临着缺乏统一顶层设计规划、
当城市数字化转型已不是
“选择题”
，
而是关乎 技术落地难、应用体验差等考验。因此，如何将技
未来城市与国力竞争的
“必修课”
，
海纳云代表行业 术有效落地，如何从方案到运维真正用起来并解
的上榜，恰似为物联网时代擂出的响亮乐章，给中 决“城市病”等问题，筑好顶层设计，成为了行业需
国新型数字城市建设新阶段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时代价值
踏准时代节拍，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中国作为全球数字城市的主要战场正在走向
世界最前沿。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预计 2022
年中国数字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 25 万亿元，是
2016 年的 20 余倍，展现出强大的需求和行业发展
空间。海纳云则踏准物联网时代节拍，与“数字中
国”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将数字科技之红利带进城
市治理、民生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各个方面。
此次海纳云能代表数字城市行业率先挺进
《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不仅是对其技术研
发、成果落地与用户体验的认可，也彰显着其在数
字城市行业中所蕴藏的成长潜能。

技术价值
坚持自主研发，筑起品牌

“护城河”科学技术，是“数字城市”得以不断
发展的驱动因素，也是入局企业实力的根基——
这是企业竞争力的护城河，是数字城市品牌赖以
生存的“技术价值”
。
海纳云自创业伊始就将核心技术与软件的自
主研发定为企业的立命之本，坚持技术立企，不断
推动数字城市行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为此海纳
云组建了由 400 多名专职博士、行业专家及高级技
术人员构成的强大研发团队以及研发中心作为其
技术价值的强大底座。
精尖人才的配备让海纳云的技术价值拥有了
不断增值的“泉眼”。它创新“AIoT、大数据、物联
网和数字孪生”四大核心技术，基于四大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了数字城市的超级操作系统平台——
“星海数字平台”。该平台拥有“感能、数能、算能、
图能”四大硬核能力，打造出“能感知、会思考”的
城市大脑，并衍生出数字应急、数字市政、数字
BIM/CIM、数字城市治理、数字社区/园区五大场景，
以及 N 个解决方案，构建起“1+5+N”的业务体系；与
此同时，在这个体系下，海纳云构建起“底层基础
软件+平台软件+应用软件”完整的行业软件体系；
在硬件研发上，海纳云则自主研发了边缘智盒、各
类探测仪、各类安防产品等硬件装备，让其拥有了
“软硬件”一体化的全栈解决方案能力。
海纳云成立 3 年来，已获得专利/软著总数 400
余件，
主编或参与国际、
国家等标准 40 余项，
荣获工
信部颁发的
“2021年物联网示范项目”
“
、2021年大数
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等多项国家层面、
行业层
面的认可。今年7月份，
海纳云通过了BSI（英国标准
协会）的严格审核，
荣获 BSI“BIM Kitemark 风筝标
志”认证，成为数字城市行业率先获得该认证的企
业，标着着海纳云的 BIM 全生命周期产品达到了
ISO19650 BIM信息管理的国际标准，
得到国际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 13 日，海纳云宣布
完成 2 亿元 A 轮融资，投资方表示对其数字孪生、
全域感知物联 PaaS 平台等核心技术非常看好，尤

在这一点上，海纳云给出了自己的数字城市
模式探索——“技术+场景”融合。它通过标准化
软件和硬件，打造覆盖“方案设计-施工建造-运维
服务”全流程的数字城市全生命周期服务新模式，
而这也是与其他数字城市品牌大多聚焦一个环节
的不同之处，
也是竞争力所在。
据海纳云首席技术官金岩介绍，海纳云的差
异化和竞争力在于“技术和场景”的融合，即在“星
海数字平台”技术底座和“城市大脑”的顶层规划
基础上，将数字科技之效能真正赋能到城市治理、
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场景；目前，海纳云聚焦五大
场景，包括数字应急与城市生命线、数字市政、数
字 BIM/CIM、数字城市治理、数字社区/园区；其场
景化的思维，让海纳云能够根据不同需求，精准且
高效地给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同时以生命周期
的服务，让数字城市建设真正落地，为城市和其中
的人所用。
这种“模式价值”也正在海纳云密集的样板实
践中被不断论证。目前，海纳云已成功打造了包
括青岛首个 5G+智慧镇街“王台智慧镇街”，全国老
旧小区改造样本“胶州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及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等诸多国家级、省级样板。
而这些因素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海纳云能够代
表数字城市行业入榜在这份《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
牌》榜单。

生态价值
确立更大格局，引领行业共生共荣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展示企业自身的价值，
海纳云还通过一种黑海生态的打造，来让行业中
的每一个攸关方实现协同创新、共生共荣。
海纳云基于领先科技，
打造“生态订单-生态收
益-生态品牌”
生生不息的发展路径，
在打开自我发
展
“天花板”
、
构建核心地位不可被替代的生态品牌
的同时，
也将数字城市的红利向更多的城市与国家
输送，
驱动整个行业的价值重塑与价值再造。
而这或许也是海纳云登榜《中国 500 最具价值
品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它有一种更具格
局的“生态价值”
。
数字城市行业中不同环节的优秀企业与资
源，在海纳云的生态中实现了更深度的聚合与更
紧密的链接。目前，海纳云的生态已经吸引到 Intel、中科类脑、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近百家一流
生态合作方，并与哈工大、哈工程、山东大学等成
立 10+联合实验室。
这种协同让海纳云在为更多园区提供数字化
解决方案的同时，也有机会在新的城市、国家快速
有效落地，不仅能给用户带去更好的体验，也能实
现市场占有和规模上的快速累积。新事物的成长
不会一帆风顺，但跌宕的时代方能造就时代的企
业。正如数字城市的浪潮催生了海纳云这一匹突
围而出的“黑马”，但海纳云同时也在直面挑战、积
蓄力量，不断为数字城市行业扩宽前路，把智慧的
光带进更多城市和用户身边，
引领行业不断前行。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于倢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李雯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挡不住重点项目建设步
伐。为进一步缓解西部老城区交通压力，给市民
出行提供更好的交通环境，青岛地铁 2 号线西延段
工程建设的建设者们战高温、斗酷暑，奋斗在工地
一线。8 月 3 日，记者探访青岛地铁 2 号线西延段
发现，目前两台盾构机同时推进，工人们在 34 米深
地下施工，
西延段两车站主体完工。
据了解，青岛地铁 2 号线西延段，全长 3.84 公
里，穿越市南区、市北区，包括轮渡站、小港站、国
际邮轮港站等。
“目前国际邮轮港站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
成，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小港站主体结构全部
施工完成，目前进行附属风井及出入口开挖施工；
轮渡站主体开挖支护已完成，主体结构完成占比
90.1%。”据青岛地铁第一建设分公司三级总监刘
卫景介绍，
“ 线路开通对于解决西部城区金茂湾、
晓港名城等小区居民出行瓶颈，配合国际邮轮港
区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

就在不久前的 7 月 30 日，轮渡站至小港站区
间右线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个 TBM 贯通区间，顺
利实现青岛地铁 2 号线西延段的阶段性建设任务
目标，
为早日实现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3 个 TMB
区间，分别是轮渡站至小港站区间、小港站至国际
邮轮港站区间、国际邮轮港站至泰山路站区间，双
线全长 5662 米，区间埋深 25 至 40 米，下穿 7 处破
碎带，临海段最近 7 米，同时还面临侧穿高架桥、下
穿胶济铁路等风险，工程建设须应对多重技术难
关、破解层层风险压力。
“我们参建各方科学策划、精心管理，克服了
地质条件差、地下水丰富、场地受限等困难，采用
电瓶车半列编组掘进情况下连续 5 个月取得月均
开挖 270 米以上、单月最高 295 米的好成绩。”中铁
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明春介绍时说道，
“经过 7 个月的艰苦鏖战，确保了轮小区间右线
TBM 在 7 月 30 日顺利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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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电话 13608988377（城 阳） 13606302644（胶 州） 13687676199（胶 南） 13687676199（平 度）
13687676199（莱西） 15318761616(即墨)

遗失

遗失青岛诚誉丰物流有限公司车
青岛万正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因法人变更，原
牌号为鲁 BB862 挂的营运证，证号为： 法人章编码：3702150548486，声明作废。
370211836279，声明作废。
青岛万正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声明
青岛凯文国际教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因法人变
遗失我单位公章（编号：3702845193779）一枚，声明
更，原法人章（姓名：尹伦柱，编码：3702000612123）声明
作废。
青岛康普达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作废。
青岛凯文国际教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2022 年 8 月 5 日
遗失我单位财务章（编号 3702845193778）一枚，声
青岛高实泰能加油加气有限公司因法人变更，
原
明作废。
法人章编码：
3702150325362，
声明作废。
青岛康普达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高实泰能加油加气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2022 年 8 月 5 日
遗失我单位法人（张杰）章（编号 3702845193777）
本单位法人章（3702000835665）一枚，声明作废。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市审计局
青岛康普达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招标公告
依据物业管理相关法规，青岛太子山生态颐养置业
有限公司对养心谷商业（康养）及配套项目一、二期项目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7561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05853.83 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为 67228.17 平方米，其中居家颐养 50898.53 平方
米，居家养老 6097.72 平方米，机构养老 4761.6 平方米，配
餐 中 心 1344.4 平 方 米 ，办 公 1103.7 平 方 米 ，配 套 商 业
305.95 平方米，颐养活动中心 2508.73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 38625.66 平方米。
兹邀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或其授权的分公司前

来报名，有意参加投标的企业请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副本（核原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报名
时间：2022 年 8 月 5 日-8 月 9 日 17:00 时前（上午 9:00 时下午 17:00 时，节假日除外）至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
办事处院上村 568 号青岛太子山生态颐养置业有限公司
报名，报名费 200 元整。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5253236151
招标单位：青岛太子山生态颐养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