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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浩的话说，“世界各国的沟

通有很多渠道，包括贸易、外交、文
化、科技、军事等，知识产权也是其
中的一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
化，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
易的主要内容，知识产权正为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交流、共
同发展贡献力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得到
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唱
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中国
品牌”“中国建设”“中国服务”受到
热烈欢迎。

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中国贸
促会笃行担当，成功申请贸法会第
三工作组观察员，参加第33届联合
国贸法会第三、第六工作组会议。
联合贸法会主办联合国《纽约公约》
六十年和《和解协议公约》国际学术

研讨会。建立中国马来西亚、中韩、
中国南亚联盟等 12 个多双边商事
法律合作委员会，设立中韩、中蒙商
事法律合作委员会中方秘书处。
组织召开国际工商知识产权论坛、
中欧企业知识产权研讨会等。参
加中韩自贸联委会、香港 CEPA 高
官会、中瑞自贸区升级联合研究会
暨产业研讨会、国际律师协会年会
等多个对外会议，在争取争端解决
领域支持和工商界实际需求等方
面积极发声。

聚智聚力 加快由知识产权
大国向强国转变

40 载不懈努力，40 载砥砺前
行，40 载翻天覆地，中国知识产权
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制度引
进到适应国情再到根植本土，发展
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但不可否认，中国既是知识产
权生产大国，也是知识产权消费大

国，却不是知识产权强国，依然存
在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
矛盾。

早在 2015年年底，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党
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中国贸促会聚智聚力，力促中

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加快转向知识产
权强国。

搭建法律服务平台。着手建设
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平台，聚合
优质法律服务机构资源，为企业提
供商事法律基础知识、投资贸易中
的商事法律风险等普惠性的基础服
务。搭建企业与法律服务机构之间
的对接平台。

服务知识产权运营。积极探索
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有效途
径，聚焦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帮助

企业筛选推荐好的技术投资项目。
加强知识产权服务，做强做

精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加快发展
知识产权确权、维权、用权服务等
新兴业务拓展，继续加强与沿线
国家知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业
务联系。

守护智慧，创造价值，不忘初
心，踏歌前行。

展望未来，高燕表示：“中国贸
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将积极代言工
商界，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法规，汇
集企业诉求，并向中国立法、司法
和行政部门反映，推动优化市场环
境，加大产权激励，更好释放各类
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
加强与国际上知识产权组织的有
效合作对接，在知识产权领域有关
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反映中国工商
界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完善规则
体系，为全球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好
的制度保障。”

●地方贸促动态

02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贸促朋友圈

编辑/张海粟 制版/张迪

电话/010-64664888-2051 difang@ccpit.orgEVENTS 要闻

近两年来，渭南市农产品源源
不断走出本地、走出口岸、走出国
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受到了生产
者、经营商和中外客户的欢迎。这
一切改变都是渭南市贸促会认真落
实习总书记关于农产品产销对接的
指示精神，发挥亦官亦民的身份优
势和贸促系统人脉资源优势，主动
担当，主动作为的结果。

首先，他们把走进市场开展产
品调研、精准对接产销信息作为农
产品产销对接的基础性工作抓到
实处。

一是深入开展全市农产品生产
商、经销商、农民专业合作社大调
查，整理编辑了《渭南特色农产品产
品导览》。做到企业产品潜在市场
在哪里，就把产销对接活动推进到
哪里。二是开展国内十大农产品批
发市场产品需求大研判，搜集市场
大户经营产品信息和产品需求信
息，整理采购商近 1000 家，收集采
购信息 3000 余条。三是开展边境
口岸城市外贸调研，为农产品“借船
出海”搭建平台。四是重点围绕“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差异化需
求，开展重点市场调研，精准对接国
际买家。五是持续跟踪贸促会举办
的各类产销对接活动贸易订单的落
实和企业满意度调查，及时矫正工
作中的偏差和各类经贸活动存在的

不实不细的问题。
其次，他们精准对接国内外采

购资源，搭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农产
品产销对接国内、国际平台。

一是与供销社联袂合作，先后
组织开展了渭南特色农产品走进重
庆菜园坝、走进福州海峡市场、走进
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产销对接活动，
筛选渭南供需信息对称企业近 100
家，促成供销合同近 3 亿元。二是
紧盯国际市场，务实推进渭南特色
农产品的国际辐射力。从 2016 年
开始，渭南市贸促会连续 3 年率团
出击香港亚洲果蔬展，组织白水润
泉果业、盛隆果业、盛源果业、蒲城
金农源果业等 30 余家（次）企业赴
港参会，签订贸易订单 4 亿余元。
香港亚洲果蔬展成为渭南市外贸
企业每年一度回访国际客户、深化
合作、拓展新客户的会客厅。三是
紧盯边境口岸城市，拓展国际贸
易。先后在云南瑞丽姐告、广西凭
祥举办了渭南特色农产品产销对
接活动；连续 3 年参加中缅边交
会；云南瑞丽渭南特色产品营销中
心成功运营。

他们还整合渭南涉农职能部
门，办好跨采会渭南国际农产品产
销对接会，培育渭南家门口的国际
贸易平台。

渭南市已经连续两年成功举办

跨采会农产品专场活动。2018 年
跨采会渭南国际农产品产销对接会
精准邀请采购商近 500 名，其中有
来自泰国、缅甸、阿根廷、法国、美国
等 10个国家（地区）的 40名国际专
业采购商。通过充分的前期准备，
跨采会共达成农产品产销对接贸易
合同（协议、意向）79 个，贸易总额
达到55.21亿元。

通过实践探索，渭南市贸促会
虽然在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中取
得了些初步成效，但也看到了自己
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渭南市特色农产品企业对接
的主体不强，企业组织化程度低。
二是对接的体制机制松散，活力不
足，由于受各类展会、推介会过多、
过滥的影响，企业多半存在走会、
应付撑场子思想，主动出击市场、
寻找客户、对接贸易信息意识不
强。三是平台载体落后，广泛利用
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利用跨境电
商平台促进国际贸易的企业还不
多，效果还不好。广大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对接模式还处在传统做生
意阶段，等客户上门收购，对接方
式简单粗放，完全丧失市场价格话
语权和主导权。四是还存在对接
信息不实、效益不高的问题。与国
内外主要农产品市场信息互通、信
息共享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对

产销对接信息的利用还需要企业
主动而为，对接洽谈，不断跟踪，才
能真正转化为贸易成果。五是终
端市场“一公里肠梗阻”的问题。
由于物流发达、市场信息无障碍传
播，社区农产品店占据了终端客户
市场，削弱了传统市场批发的利润
空间。

分析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
矛盾和问题，营销思想、经营理念
和机制滞后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渭
南市贸促会提出今后工作的主要
做法：

一是培育对接主体，增强对接
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有实力的农
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和农产
品物流中心，支持企业将经营链条
延伸到上游的农业生产环节和下
游的仓储、运输、加工、配送等环
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升农产
品流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水平。同时，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将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引导
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提高
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夯实产销
对接基础。

二是创新利益链接机制。这
是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核心。只有
不断探索、建立、完善原产地和消
费市场、农产品生产商、经营商与
消费者的利益链接机制，建立以市

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基础的农产品
供给侧机制，才可能实现长久、公
平、高效的产销对接。

三是打造特色农产品名优品
牌。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效率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品
牌。要培育高 美 誉 度 和 高 附 加
值的农产品品牌，必须实施全市
创品牌、树品牌和保品牌的发展
战略，坚持打好“绿色牌”“生态
牌”“错季牌”。

四是为农产品产销对接营造更
好的营商环境。农产品产销对接具
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政府应当提供
良好的政策和营商环境，对部分农
产品流通企业设施建设和交易业
务，给予项目资金、信贷支持、税费
优惠等扶持；加快建立规范化的农
产品市场监管、供需预警机制，增强
应急和调控能力；健全完善农产品
信息平台，强化信息服务，促进农产
品流通，保障城市“菜篮子”供应，积
极发挥政府在平抑、稳定市场价格
等方面的作用。

五是各方联动，形成推动产销
对接合力。组建一支由政府职能部
门牵头、部分农产品优势企业参与
的农产品产销对接营销队伍,统筹
区域，产地、销地、国内外市场，各展
所长，搭建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
销对接活动。 （李威） 本报讯 近日，广西贸促会

会长李常官率工作组访问日本，
分别拜访日本中华总商会常务副
会长潘若卫、中国贸促会驻日本
代表处首席代表鞠文永等。

李常官重点介绍了机械制
造、铝、糖、桑蚕等广西特色产业的
优势及短板，希望日本的技术、管
理优势与广西的资源、市场、劳务
等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广西与日本
在产业、技术、平台、人才等方面的
合作，推动双方交流。他还指出，
日本在健康养老方面具有先进的
理念、成熟的管理和培训等，欢迎
日本健康养老相关机构及企业参
加5月由广西贸促会举办的中日
韩健康产业论坛，与广西企业深入
交流对接，实现项目合作。

日方机构代表肯定了广西贸
促会为促进广西经贸发展所作出
的重要贡献，期待与广西贸促会
在更多领域有更多务实合作，认
同中日健康养老合作的一个重要
领域是健康养老培训，建议广西
贸促会将日本先进的健康养老理
念以及管理经验引入广西，促进
广西健康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大连市贸促会
会长崔铁会见NPO法人日本海国
际交流中心专务高间俊成一行。

崔铁介绍了今年第十一届大
连日本商品展的筹备情况，他说，
大连日本商品展每年得到包括日
本海国际交流中心在内的日本各
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今年第十一
届大连日本商品展在参展企业数
量上、质量上都将有较大突破。
此外，第十一届大连日本商品展
将与辽宁省中日洽谈会同期同地
举办，展洽优势互补、资源整合、
多措并举，力争把大连日本商品
展打造成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中日
经贸交流与合作平台。

高间俊成对大连市贸促会主
办的大连日本商品展给予了高度
评价和肯定，表示将继续积极组
织更多石川县企业参展，也欢迎
大连市代表团访问金泽，共同促
进金泽市与大连市多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贞一）近
日，2019年闽西南协同发展区贸促
机构联席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市召
开。厦门、泉州、漳州、龙岩、三明
和石狮 5地市的 6个贸促会相关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联席会议
轮值主席单位厦门市贸促会主持，
中国贸促会福建省自贸区服务中
心、台湾贸易中心厦门联系点、新
西兰厦门联谊会、马来西亚厦门商
会、中电建国际贸易（福建）有限公
司、中国外运福建公司、新加坡银
行厦门分行、德国福建商会厦门会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境内
外经贸机构（组织）相关负责人列
席了会议。

会上，各成员单位通报了本单
位今年以来主要工作情况和下阶
段主要活动安排，并对闽西南贸促
机构联席会议今后工作提出一些
建设性意见建议。大家就如何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践行省委省
政府关于加快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建设战略部署、进一步整合共享闽
西南协同发展区贸促资源、抱团加
强贸易投资促进工作、借助贸促会
机构改革契机促进自身建设、联手
助力企业应对经贸摩擦开拓国际
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市场等议
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会议
还审议通过了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贸促机构联席会议章程和工作方
案，研究确定了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贸促机构主要合作项目。

据泉州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是闽西南协同发展区贸
促机构联席会议第二个轮回的开
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他表
示，泉州市贸促会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和参与闽西南协同发展区贸促
机构相关活动，努力在整合协同发
展区贸促资源、加强区域协调合
作、提升服务属地企业水平、助力
企业应对国际经贸摩擦、推动属地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为加快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又好
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贸促会
举办商事认证业务宣讲与培训。
本次培训得到了中国贸促会商事
认证中心的大力支持，专门派员来
厦宣讲及指导。230 多位企业代
表参加了培训。

厦门市贸促会部长王青在致
辞中表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以及跨境电商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厦门企业登上国际
舞台，企业参与的国际合作与竞争
越来越多，对商事认证的需求也不
断增加、越来越多样化。在总会认
证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厦门市贸促
会获得了开展出口品牌证明和自
由销售证明的授权，同时积极参与
信用平台“贸信通”的推广，不断提
高和扩大厦门市贸促会服务企业
的范围和水平。希望通过宣讲与
培训，进一步放大贸促会商事认证
功能作用，更好地服务企业。

培训会上，中国贸促会商事认
证中心演讲嘉宾张翰蓉、左六六、
孙婷婷、卞玉辰从优惠原产地证、
商事证明和企业信用建设三方面
对业务与发展进行详细讲解，向企
业宣传推广商事认证新业务，即

“自由销售证明书”和“中国出口商
品品牌评价”业务。同时配合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战略，重点宣传中国
贸促会外贸企业信用服务。左六
六表示，围绕“防范企业对外贸易
信用风险、促进贸易产品流通加
速、扩大贸易经营规模、提升对外
贸易品牌形象、加大贸易金融产品
扶持力度”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中
国贸促会企业信用服务平台“贸信
通”，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企业推介
平台，将向境内外企业提供信用认
证、信用查询、贸易数据、贸易撮
合、金融支持、品牌服务等多项信
用服务。 （曹晓晓）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贸促会
会长初连玉带队赴上海开展招商
走访活动。此行走访了世界 500
强企业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以及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中国办
事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
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大阪府上海
事务所、大阪市上海事务所、加中

贸易理事会上海办公室、美国阿
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上海办公
室等驻沪机构，介绍了青岛投资
环境和产业发展情况，推介并邀
请外方参加青岛市 2019年重要会
展活动，就推动项目合作进程、推
进双招双引和中外企业合作等事
宜进行了交流。 （田宗学）

本报讯 近日，2019年澳门国
际 环 保 合 作 发 展 论 坛 及 展 览
（2019MIECF）在澳门威尼斯人会
展中心举办，汕头市贸促会应邀参
加此次活动。

2019MIECF由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主办，澳门贸易投资促进
局、环境保护局承办。澳门特别行
政区代理行政长官陈海帆在开幕
式上致欢迎辞，国家科学技术部部
长王志刚、广东省副省长张光军等
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以“构建生
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为主题，旨
在搭建国际环保政策研究、环保产
业技术交流等多方位的绿色交流
平台，汇聚了来自中国内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欧洲国家以及葡
语国家的逾500家参展商参展。

汕头与香港、澳门地缘相近，

港澳会展经济发展蓬勃，为汕头会
展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
验。展会期间，汕头市贸促会代表
团积极与澳门对口机构、与会嘉宾
以及参展企业进行交流，推介汕头
的最新投资情况和营商环境，学习
会展发展新做法。汕头市贸促会
将围绕市委“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辐射延伸区”的发展战略，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争取中国贸促会的
支持，在汕头市设立营商环境监
测中心，助力汕头市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吸引粤港澳大湾区的要
素产业向汕头市流动辐射；深化
与粤港澳贸促机构和工商界的交
流合作，推动本地会展业发展；支
持汕头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大力推动企
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汕贸）

渭南市贸促会针对当地特色农产品大做文章

产销对接活动紧跟市场走

广西贸促会⇌
日本相关机构

大连市贸促会⇌
日本海国际交流中心

泉州市贸促会参加闽西南协同发展区贸促机构联席会议

厦门市贸促会举办商事认证业务宣讲与培训

汕头市贸促会赴澳门参加环保展

青岛市贸促会赴上海开展招商走访活动

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展当地
经济，平度市贸促会立足自身服务
职能，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标准，
以贸促会产地证系统的先进技术
保障为依托，创新工作方式，对办
理出具产地证服务事项实施了企
业自主打印+市民服务中心自助
打印的“双自模式”。

根据产地证相关规则的具体
要求，平度市贸促会配备相关的工
作人员及办公设备，开创服务窗口

自助打印模式，并加大力度深入企
业宣传产地证自主打印功能，实现
了企业不见面就办公，为企业节约
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平度市贸促会通过创新工作
思路所开创出的产地证办理的“双
自模式”，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提升了企业对贸促会服务的满意
度。平度市贸促会将继续强化服
务，为平度市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
贡献贸促力量。 (张巍)

平度贸促会创新货物原产地证签发模式

纸箱包装机械是河北沧州东光县的传统产业，近几年来东光县通过“百校进百企”活动搭建高校与企业合作纽
带，大力推进纸箱包装机械产业科技创新。目前，全县拥有1000余家纸箱包装机械生产企业生产的200多种上千规
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5%，并销售到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80亿元。图为该县一家企业工人正在调
试纸箱包装机械生产线。 新华网发 傅新春 摄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贸促
会/国际商会会长林涛会见来访
的加拿大粤商会（筹备）会长林少
毅一行，听取林少毅汇报加拿大
粤商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双方
就粤商会下一步的建设发展进行
了交流探讨、。

林涛强调，海外粤商会是在
广东省政府推动下成立的，要按
照制定的章程，统一徽标和粤商
精神，希望加拿大粤商会在林少
毅的带领下，建设成为一个信得
过、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商会。
有关加拿大粤商会的建设发展，
如需要贸促会提供帮助，广东省
贸促会将协调省内各方面资源给
予大力支持，并争取请省领导届
时率团出席揭牌仪式。

林少毅介绍了加拿大粤商会
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已在加拿
大联邦政府和卑诗省政府成功注
册，并初步确定了10家具有代表
性的机构作为粤商会共同发起单
位，希望在广东省贸促会的支持和
指导下，把加拿大粤商会建设成为
紧密联系当地主流商协会、大型跨
国公司的有影响力的商会，成为粤
加交流合作的重要服务平台。

广东省贸促会⇌
加拿大粤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