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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贸促工作

●贸促朋友圈

近日，从第十一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暨长春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中央批准，由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贸促
会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以

“创新、开放、包容、合作”为主题的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以
下简称东北亚博览会）将于 2017年
9月1日至5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据东北亚博览会执委会副主
任、吉林省贸促会会长赵强华介绍，
2005年至今，东北亚博览会秉承“面
向全世界，服务东北亚，谋求和平、
和睦、合作与共识、共享、共赢”的宗
旨，已成功举办十届。共有超过1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 万专业客商参
会；商品贸易成交额累计超过80亿
美元；累计签约合作项目2494个，投
资总额达14998亿元人民币，合同引
资额 14355亿元人民币。博览会对
吉林省对外开放、实施长吉图开发开
放、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及东北亚区域合作，
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本着“稳定
规模，提升规格”的原则，共设置 9
个展馆，其中，首次设置智能制造主
题馆和金融创新馆。展览总面积
6.24 万平方米 ，设国际标准展位
2769 个。将举办会议论坛及经贸
洽谈活动共 21 项，并安排 3 项人文
交流活动。

“目前，东北亚博览会签约项目
进 展 情 况 良 好 ，项 目 履 约 率 为
82.69%，引资到位率为42.13%，项目
到位资金6047亿元。”赵强华说。

立足制造业优势
力推智能制造

吉林省副省长、东北亚博览会
执委会主任李晋修表示，当前，智能
制造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趋势和核心内容，国家先后出台了

《中国制造 2025》和《智能制造发展
规划》。本届博览会将积极推动传
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探索发展互联
网+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加
快在制造业领域全面推广，重塑吉林
省制造业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吉林

制造”向“吉林智造”的转变。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首次设

置智能制造主题馆，坚持“创新驱
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的理念，主
要展示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智能交
通、人工智能、3D 打印、虚拟现实、
智能物流、智能家居、新一代信息技
术、互联网+制造等国内外先进的产
业及产品。博览会还将首次邀请国
内外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领军企业
参会，深入研讨国际智能产业发展
趋势，推动新技术深度融合，聚合优
势、实现互补，有效延伸智能制造产
业链条。

“届时将邀请智能制造企业与
吉林省企业开展对接洽谈，力争引
进一批智能项目，带动吉林省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李晋修说。

融入“一带一路”
助力东北振兴

李晋修表示，将努力拓展国际
合作新空间，把东北亚博览会打造
成扩大吉林对外开放，对接“一带一
路”的重要平台。

博览会同期将举办第九届东北
亚合作高层论坛，开展国家间高层
对话，推动东北亚区域互联互通、交
流合作，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举办第
五届世界产业领袖大会暨“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会，扩大国际经贸合
作；举办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大会、中国与非洲四国产能合作暨
企业对接研讨会，加强装备制造、基
础设施等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

在文化交流领域，本届博览会
将着力加强世界侨商交流，举办首
届东北亚华侨华人经济文化论坛，承
办世界越柬寮华人团体联合会第八
届会员代表大会，利用侨商资源，吸
引海外华侨华人赴吉林省投资兴业。

“东北新一轮振兴，一方面要服
务发展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也要增
添转型发展新动能。”李晋修说，医
药健康产业是吉林省的特色产业，
东北亚博览会将充分发挥这一特色
产业优势，设置食品医药馆，并举办
吉林—台湾健康产业项目交流对接
会、长白山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论坛等活动，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本届博览会还将助推服务业发
展攻坚。通过举办第三届服务贸易
大会，推动服务贸易“走出去”，打造
东北地区新的外贸增长极。同时设
置文化旅游馆，突出文化旅游产业
引领带动效应，展示境内外优秀文
化创意产品，推介优秀旅游资源，提
升文化旅游影响力。

此外，在成功举办 2016首届全
球吉商大会的基础上，本届东北亚
博览会还将同期举办第二届全球吉
商大会，聚合吉商资源，弘扬吉商文
化，塑造吉商品牌，利用吉商力量进
一步推动吉林振兴发展。

李晋修要求各地、各部门围绕
工作部署，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
高效率、高水平地做好相关工作，发
挥主办城市作用，坚持“一届比一届
办得更好”的办会目标，本着“创新、
务实、高质”的办会原则，用好用足
东北亚博览会平台，充分发挥独特
功能和作用，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突出智能制造 助力东北振兴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将于九月在长春举办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实习记者 耿园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贸促会
巡视员黄小杭率领浙江省经贸代
表团走访了泰国温州商会，并主持
召开浙商座谈会。会上，举行了浙
江省贸促会（浙江国际商会）驻泰
国联络处授牌仪式。

黄小杭表示，浙商要顺应全球
化趋势，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中泰双边经贸
往来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坚
定不移地秉持浙江精神，继续发扬
光大浙商“四千精神”，积极参与家
乡的经济建设，更好地团结浙商、

管理浙商、发展浙商，多为浙商创
业发展献计出力，实现共赢发展。

泰国温州商会执行会长郑炳
克表示，将按照浙江省贸促会的工
作要求，认真履行联络处的职能，
做好各项服务，努力搭建平台，积极
参与各类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弘扬
浙商精神，打造浙商品牌，展示浙
商形象。

座谈会后，代表团赴邦巴因工
业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组织部分
企业与泰国温州商会开展了专题
交流。 （童宁）

浙江召开泰国浙商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广州市贸促委
联合中山大学、安博教育集团等机
构举办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
际职业汉语培训计划推介会。会
议推介了正在筹备实施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国际职业汉语培训计
划。来自希腊、泰国、阿联酋、塞内
加尔、意大利、赞比亚等10多个国
家驻穗领馆及国外商协会代表、国
内相关机构负责人等共70多人出
席了会议。

据悉，当前，大部分“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都面临着汉语人才
短缺的困境，“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国际职业汉语培训计划，能有
效地解决中资企业在当地落户及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
交流合作。

广州市贸促委主任王旭东表

示，“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职业汉语
培训计划顺应“走出去”发展大潮，
有利于培养短期有效、实用性强的
汉语人才，满足企业的迫切需要。
该计划由政府、企业和社会民间组
织共同参与，发挥多边组织合作优
势，是一种创新之举，将形成“双边
推进、多边共建、互利合作”的发展
机制，有利于推进计划的进展。同
时，该计划将于今年上半年在广州
开办一期培训班，免费为广州地区

“走出去”的企业培养当地国家的
双语技术人才。

据了解，下一步，广州市贸促
委将联合有关机构，共同推进该计
划的落地和发展，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培养了解中国文化、认可中
国文化、能迅速用双语开展工作的
职业人才，更好地为践行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服务。 （刘玲）

广州举办国际职业汉语培训推介会

本报讯 近日，由阳泉市贸促
会联系引进的台湾峰下能源公司高
科技生物环保煤炭节能项目与阳泉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签约。阳泉
市政协副主席杨全生、阳泉市贸促
会党组书记王文科、阳泉市台办主
任张丽娟等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以来，阳
泉市贸促会围绕阳泉市“四大发
展”目标，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今年2月，阳泉市贸促会主动
联系台湾峰下能源公司山西爱克
博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推介了阳

泉的招商引资政策，并邀请其赴阳
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地考察，就有
关项目投资和引进与开发区进行
了对接洽谈。为进一步了解该项目
的具体情况，2月26日至3月1日，
阳泉市贸促会组织开发区有关人员
到已在福建落地投产的厦门爱克博
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考
察，了解该项目的生产经营情况，双
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对接洽谈。最
终，于3月28日，签订了高科技生物
环保煤炭节能项目的投资合作协
议。 （王建红 卢姝珍）

阳泉市贸促会引台资企业落户开发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吴玉云）近
日，株洲市副市长黄芳率团拜访了
香港贸发局负责人，双方就加强经
贸合作进行了交流。株洲市政府副
秘书长潘才良、株洲市贸促会副会
长陈其云等随团出访。

黄芳介绍了株洲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特别是株洲的特色产业和发
展优势。黄芳表示，近年来，香港贸
发局立足株港两地发展的共同需
求，加强合作交流，有力促进了株洲
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时期，期盼
在已有的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与香港贸发局的紧密合作，重
点深化会议展览、招商引资等方面
的合作，帮助株洲市中小企业和产

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黄芳还表示，希望通过香港贸

发局，重点推介株洲市陶瓷、服饰、
农产品和烟花等产业，打响株洲品
牌，树立株洲形象，从而改变株洲市
中小企业主要出口贴牌产品的状
况，并在适当的时候，与香港贸发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部展览事
务高级经理伍卓凡推介了该局与内
地相关地市合作成功的案例，表达
了进一步加强与株洲合作的愿景，
并希望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经贸
推广活动和交流平台，全方位推进
株港深度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合
作共赢。

株洲代表团赴港推介特色产业

“凭海而立，因海而兴”，泉州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承担着贯
通古今、连接中外的重任，具有独特
的“海丝”文化。 近日，由中国国际
商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福
建省贸促会、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
办的“第三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品牌博览会”（以下简称品博
会）在福建省泉州市举行。

本届品博会以“海丝”元素为重
点，突出“新丝路、新合作、新融合”
主题，注重渲染“海丝”沿线国家、地
区与城市积极参与盛会的整体氛
围，宣传展示“海丝”起点城市泉州
积极同“海丝”沿线国家、地区开展
文化和经贸交流的历史传承及当代
福建省、泉州市在“海丝”核心区、先
行区建设中的新发展。

品博会展区分三层，面积共2.6
万平方米，组织了近40个境外国家
和地区的 380 家企业参展，展位数
603 个。据了解，展会期间先后有
10 多万市民和境内外专业客商莅

临现场，参观采购。
较之以往，此次博览会有 4 大

亮点。
一是“海丝”元素与泉州元素相

融。来自约旦、埃及、巴基斯坦、尼
泊尔、斯里兰卡、伊朗等30多个“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携服装服
饰、家居饰品、特色食品、农产品、传
统手工艺品等当地特色产品参展，
参展国别、产品种类较往届均有所
增加。品博会专门规划了535平方
米泉州“海丝”元素展示区，展示了
泉州作为“海丝”起点城市的历史底
蕴。展览融入“古泉州刺桐”申遗元
素，综合展示了泉州传统的陶瓷、茗
茶、藤铁、香道等产业以及泛家居、
智能制造等新业态。

二是国际元素与品牌元素交相
辉映。本届品博会更加注重凸显国
际性，集中展示了近40个国家和地
区的贸易精品，设置了约旦馆、意大
利馆、蒙古馆、欧洲创新馆、世界名
酒馆等展区。国外酒文化在此次

“品博会”上尤其引人注目，其中世
界名酒馆集中展示了法国、西班牙、
葡萄牙、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等
全球各地的酒文化，展品涵盖葡萄
酒、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和酒杯
酒具等。展会现场开设了品酒专
区，让观众有机会与各大名酒庄面
对面开展交流对接。意大利馆颇具
看点，意国酒商带来了不同品牌的
红酒，不仅展现了意大利历史悠久
的红酒文化，也提升了中国友人对
意大利红酒的认知。

三是科技元素与创新元素凸
显。在欧洲馆，瑞典、荷兰、芬兰、德
国、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创新
创业公司展示了其优势产业创新技
术成果，涉及智能制造、大数据、人
工智能、智慧医疗、海洋深加工、高
端食品、绿色技术、纺织新材料等
领域，吸引了大批国内具有合作意
向的企业前来洽谈。在“健康医疗
智能馆”，中国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厂
商北京康力优蓝公司应邀前来参

展，并与北京经纶世纪等机器人企
业同台展示家庭养老机器人等智能
产品。

四是洽谈配对和撮合对接成效
明显。展会期间举办了两场对接活
动，一是“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纺织
服装产业对接会暨第八届中国纺织
服装企业家活动日”，来自意大利、
日本、斯里兰卡、韩国等国家 22 家
企业设台洽谈，就旅游、食品、家居、
红酒、茶叶等项目与泉州75家企业
展开对接。其中，斯里兰卡企业与
泉州世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约旦死海泥化妆
品公司与泉州兰妍有限公司达成共
识，双方已步入合作洽谈阶段。二
是“第三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
博览会福建—佩斯卡拉葡萄产业对
接会”，40 多家泉州、厦门、福州等
地的国内酒类经销商、参展商与 8
家意大利名酒展商现场对接，有至
少 20 家本土企业与意方企业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

近4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海丝”品博会4点可赞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实习记者 张文婧 特约记者 李贞一

5月1日，江西省婺源县正博实业全体员工为赶制出口德国的布鞋，放弃节日休假，坚守岗位，当天生产加工各
种型号的布鞋5万多双。

据了解，江西正博实业是一家集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类男女布鞋、童鞋等为一体的大型外贸出口企业，产品远销
欧美、南美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达1亿多美元，同时让当地1310余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图为江西省婺源县正博实业员工正赶制出口德国的传统布鞋。 中新社发 卓忠伟 摄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贸促会和
深圳市贸促委在深圳共同主办了塞
尔维亚、罗马尼亚经贸文化洽谈会。
会议旨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服务深圳市对外开放大局。深塞罗
三地政府及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深圳市贸促委主任叶健德表
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
桥头堡，深圳一直致力于构建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始终注重
加强与包括塞尔维亚、罗马尼亚

在 内 的 中 东 欧 国 家 的 更 紧 密 合
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作为中
东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
与深圳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
别代表霍玉珍表示，塞、罗两国均为
中东欧重要国家，与中国在经贸和文
化领域合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此
次活动为中塞、中罗进一步深化经贸
和文化领域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必将

推动有关合作不断深化落实，丰富双
边关系和“16+1合作”内涵。

会议推介环节，塞、罗两国代表
向企业介绍了两国的投资环境及招
商引资政策，反响热烈。对接会现
场有两家深圳公司与外方签署了合
作协议。

两国经贸代表团还参观了深圳
科技工业园（集团）有限公司和大族
激光，实地考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状况。 （周正）

深圳举办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经贸文化洽谈会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贸促
会副会长李建华会见了到访的马
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成都代表处
主任钟润章一行，双方就加强经
贸合作进行了交流。

李建华表示，马来西亚与陕
西有很多产业相吻合，但又各具
特色，具有一定互补性和很大的
合作空间。

钟润章表示，陕西省在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政策的
支持下，已经走在了对外开放的
前沿。马来西亚经贸界十分重视
与陕西省相关部门及企业的交流
与合作。今年 3 月，陕西省省长
胡和平率团到访马来西亚，并在
吉隆坡举办经贸洽谈活动，取得
良好效果。马来西亚政府贸工部
部长计划于今年7月份回访陕西
省，希望访问期间双方的企业能
够达成一些合作项目，推动双方
经贸务实合作。 （荀莎 晏青）

陕西省贸促会⇌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贸促
会副会长赵向阳会见了到访的香
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华中投资
推广总监张海梅一行，双方就加
强经贸合作进行了交流。

赵向阳表示，江西与香港地缘
相近，人文相亲，两地的交流源远
流长。香港是江西外资的主要来
源地，是江西第四大贸易伙伴，江
西企业赴港投资也日益活跃，赣港
两地结成了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
紧密关系。尤其是自 2002年起，
江西连续15年在香港举办的经贸
合作活动，已成为赣港交流合作的
知名品牌和重要平台，形成了广泛
的影响。希望投资推广署能够重
点研究江西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势，
帮助江西企业从传统的贸易“走出
去”、技术“走出去”慢慢升级过渡
到资本“走出去”。

张海梅表示，将积极推动香
港企业与中部地区尤其是江西企
业的合作交流，为江西企业“走出
去”提供一站式服务。 （刘雯）

江西省贸促会⇌
香港投资推广署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贸促会
副会长颜志平会见了到访的荷中
友好协会鹿特丹分会副会长黄敦
品一行，双方就加强经贸合作进
行了交流。

黄敦品表示，厦门城市虽小，
但是魅力不俗，荷兰也是“以小为
美、小中有大”的地方。荷兰为全
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除此之
外，荷兰的花卉、食品、家禽等行
业也极具优势，希望能与厦门市
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联系。

颜志平表示，厦门市贸促会
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阿斯顿两
地设立了海外联络处，此次与荷中
友好协会鹿特丹分会建立联系，扩
大了厦门企业对接荷兰的海外渠
道，未来双方将加强合作，共同促
进两地经济发展。 （鹭贸）

厦门市贸促会⇌
荷中友好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