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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举办的 2019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加拿大北极食品集团（Arctica Food Group Canada
INC.）荣幸地再次应邀作为正式展商参展。据透露，
在此次展会上，该集团将主要展示Arctica Food北极
野生海参产品。

好产地 非魁北克莫属

Arctica Food北极野生海参生长于北大西洋水域
深水区，该水域常年气温低冷，表层年最高水温不超
过 14 度，冬季水面结冰，长达数月，终年人迹罕至，
无工业及其他污染。在这样原生态环境中生长的北
极野生海参，体内不含任何污染物，且其生长周期超
长，体内营养物质与活性物质均远优于其他野生海
参和养殖海参，是真正的纯天然野生海参。同时，其
肉质紧密饱满，松软润滑，金黄内筋保留完整，口感
细腻Q弹。

北极野生海参含有多种特有的氨基酸，可促进细
胞再生和机体损伤后的修复，还可以提高淋巴细胞的
免疫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力，消除疲劳，延缓衰老，并
有很强的生血、养血、补血作用。天然深海的野生环
境，更让北极野生海参体内积累了大量的DHA（被誉
为“护脑专家”）及EPA（被誉为“血管清道夫”），是极
其珍贵的保健进补佳品。

致力于加拿大东部北极水域，尤其是魁北克省北
部海域海产品的开发和经营的加拿大北极食品集团
成立于2012年，坐落于加拿大圣劳伦斯河畔，宗旨是
为大健康产品市场提供符合北美最高标准的加拿大
海产品和食品，提供以北极优质海产为基料的高端健
康保健品和美容护肤品。自 2015年至今，加拿大北
极食品集团的北极整体野生淡干海参几乎占魁北克
省总量的100%，占魁省官方出口总量的90%以上。北
极食品集团被加中贸易理事会誉为加拿大北极整体

淡干野生海参开发和加工的领军企业。

好品质 加拿大食品安全领先全球

2018年，根据国际官方权威机构发布的食物与饮
品质量安全指数报告，针对 34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
国进行的食品安全排名中，加拿大食品安全继 2014
年后再次名列第一。

作为食品安全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加拿大的食
品安全体制运作可谓相当严苛。而北极食品集团是
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家获得加拿大联邦政府食品检验
局（CFIA）认证的北极野生海参出口企业。北极食品
品牌的北极野生淡干海参，其优异品质和创新整体淡
干加工工艺，使得产品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与业界的
高度关注。如今，Arctica Food（北极食品）品牌已成
为加拿大北极海参高品位的代表。

北极食品集团出品的海参受到海内外市场的推
崇，这是因为其一贯保持的高品质：

在原料选择方面：北极野生海参只选择优质鲜活
的北极野生海参为原料。

在海上捕捞方面：北极食品集团的专业捕捞团队
具有最丰富的捕捞经验，他们最了解这里的海域，并
有充分的把握捕获最好的野生海参产品。

在加工生产方面：严格参照加拿大食品工业生产
程序，并采用特有的技术与工艺，让海产品在清洁及
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加工处理。这使得集团能够强化
原生海产品，发挥其最大潜力，并最充分地保持产品
的原生态营养成分不被破坏。

在级别筛选方面：严格以生产线普选、人工精选，
论质分等，保证每批产品质量上乘。

在质量保证方面：北极食品集团的宗旨是提供安
全、富有营养价值并美味可口的产品。为了做到这一
点，集团对自开始至结束的全生产过程采用了严格的

检验周期。
在检验与食品安全方面：在加拿大总部，集团在

整个生产链的转化和加工过程中均已获得加拿大食
品标准，而这些标准也是全球最严格的标准。在中
国，北极食品集团保证每一包原装进口的产品均经过
中国海关及商品检疫部门的备案与检疫，让中国消费
者食用更安全、更安心。

看好中国
将最优的海参带给中国消费者

中国是海参最大的消费市场。北极食品集团自
建立就将市场的重点定位于中国，产品开发服务于中
国市场。

近年来，北极食品数次代表魁北克省乃至加拿大
食品行业，应邀参与中加官方组织的重要活动。

2016年，加拿大在中国（北京）首届舌尖上的加拿
大展示，北极海参被特定为高级大型宴会菜肴。

2017年，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举办的加拿大 150
周年庆典大宴，北极海参做为宴会主菜肴呈现。

2018年 1月，加拿大魁北克省长菲利普·库亚尔
率团访华。加拿大华人企业家理事会（CCEC）理事

长、加拿大北极食品集团董事长王恒宝（Philippe
Wang）应邀随行访华。库亚尔此次访华，精心准备了

“大礼包”，亲自把北极食品的海参推荐给中国与会代
表。此外，在许多重要场合，加联邦和魁省农副渔部
及加驻中国领事馆和代表处，都为北极食品的优质产
品热情站台推荐。

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北
极食品集团作为魁北克省农副渔行业唯一正式参展
商，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农副渔部长和驻华大使的见证
下，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北极食品集团旗下名星产品Arctica Food北极野
生海参荣获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首批加拿大“海外优选
产品”。这为北极食品品牌的消费者传递了更多看得
见的信任。

TIPS：加拿大北集食品集团已于2017年在大连
自贸区成立中国分公司，保障高质原装进口的北极食
品更加快捷方便提供给中国消费者。您可以在（天猫
APP）搜索arcticafood旗舰店，还可以在（微店APP）搜
索ArcticaFood北极食品。届时，您将会对加拿大北极
食品集团优质的产品有更直观了解。

看好中国市场 加拿大北极食品再次参展进博会

仲裁在目前我国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当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仲裁机构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的
仲裁条款或者事后签订的仲裁协议，依法对经贸、投资、
海事争议在事实上作出判断，在权利义务上作出裁决。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对外贸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数据显示，1950年我国货物
进出口额仅有11.3亿美元，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
4.6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大展拳
脚，他们的成功也彰显出一个更加开放与充满活力的新
中国。与此同时，一代代中国国际仲裁事业的工作者也
在默默守护，凭借专业知识和坚定信仰，为中国企业顺利
出海寻求一份更加宁静的天空，助力中国企业走向更加
广阔的世界舞台。

从无到有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依法办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之中，对外贸易大多控制在外国人手里。那时
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存在独立仲裁机构，更谈不上仲裁立
法。中国企业遇到纠纷只能在西方国家进行仲裁，因而
常常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裁决。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6 年，在首任会长南汉宸的
主导下，中国贸促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对外贸易仲裁机
构——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前身）。1959年，中国贸促会又设立了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在那个年代，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体量总
体很小、影响有限，这两家仲裁委员会成为全国仅有的
两家涉外仲裁机构。

事实上，1952年成立的中国贸促会早在最初就专门
设立了业务部，主管仲裁工作，后来改称“仲裁部”。1956
年底，中国贸促会为开办涉外商标代理工作，又将仲裁部
改称为“法律事务部”，主管仲裁和商标代理工作。

1959年，一个叫唐厚志的年轻人从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商务参赞处奉调回京，进入中国贸促会，后来在中国
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工作。没成想，
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作为与中国仲裁事业共同成长的一代人，在唐厚志
的记忆里，特殊的国际环境造就的中国仲裁尽管起源于

“苏联模式”，但要谈到真正的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尤其
是中国仲裁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之后。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对外贸易多了，
引进投资多了，争议也多了，贸仲委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
从改革开放前的每年两三件，快速增加到每年平均600-
700件，2009年达到 1500件，2018年增至近 3000件，在世
界知名仲裁机构中名列前茅。贸仲委也在新世纪未满10

年之时被国际公认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仲裁机构。原来一
直不肯接纳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员大会（ICCA）也改变
态度，主动邀请中国加入。

融入世界
中国仲裁影响力不断提升

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批外企被中国
市场吸引进来，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
开始尝试走出去。

为了让中国的商事仲裁结果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的承认和执行。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1987年4月22日，该公约
对我国正式生效。

2002年，我国入世后第一例涉外仲裁案件——百事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要求与四川百事终止合作的案件诉
至瑞典国际仲裁法庭。该案虽然于3年后以提前终止双
方合作终审结案，但是此案在国内引起的广泛关注，无疑
在中国司法界和企业界掀起了一场商事仲裁的司法普及
工作。

按照国际贸易仲裁规则，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一旦
做出，当事人将不能再提起诉讼谋求改变，所以公正、客
观成为仲裁业的两大基础。一旦在仲裁中出现不公正的
情况，则仲裁机构将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以后也很难再获
得仲裁案件。作为国际仲裁领域的新生力量，中国如何
在这一领域赢得信任、站稳脚跟？

“要解决公正问题，聘请国际仲裁员的程序必不可
少。”唐厚志在任贸仲委主要负责人期间，力主大规模聘
请国际仲裁员，以提高中国仲裁的公正性与国际形象。
截至目前，贸仲委全部 1441名仲裁员中，包括港澳台地
区在内的外籍仲裁员数量已有 408 位，接近三分之一。
这些国际仲裁员大都是各国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
他们的加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仲裁界客观、公正形象的
树立。

就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建设的同时，贸仲委和海
仲委还积极与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稳
定和协调发展的友好关系。贸仲委在与日本、法国、意大
利、斯德哥尔摩和加纳的国际仲裁机构签订仲裁协议后，
又分别与中国香港、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韩国、奥地
利、德国、瑞士、泰国、俄罗斯等国的国际仲裁机构签订了
双边仲裁合作协议。海仲委则与日本、意大利、西班牙、
英国、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海事仲裁机构签
订了双边仲裁合作协议。

除此以外，贸仲委更是积极开展同联合国贸易法
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
院、国际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英国特许仲裁员

学会、中国台湾中华仲裁协会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交
流活动。

一系列努力，让中国仲裁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不断提
升。对于中国在涉外仲裁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时任国际
商会仲裁院主席的普郎梯在1994年3月访问中国时给出
了这样的评价：“你们的仲裁裁决是好的，执行率也是高
的，中国涉外仲裁已经赶上世界水平。”

调解+仲裁
“东方经验”走向世界舞台

如今，已经 90多岁高龄的唐厚志依然记得 1995年 3
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调解研讨会上向全世界介
绍“东方经验”时的样子。

所谓“东方经验”，简单来说就是仲裁与调解相结合
的制度，这是中国仲裁事业从发端之日起一直采用的制
度。仲裁机关受理案件后，在査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
上，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
教育，促使双方解除分歧、达成协议的活动。

不过，当唐厚志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仲裁与调
解相结合”的中国经验时，曾遭到各国代表的一致反对。
在西方，调解和仲裁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然而，无数仲裁实例让国际仲裁界逐渐认识到，将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东方经验”在处理商事纠纷时，不
仅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且有利于保持当事
人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和便利性。如
今，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东方经验”，已经进入美国的
法律课程。这种开启多元纠纷解决实践先河、促进国际
仲裁事业发展的创新机制，也至今依旧在国际上被广泛
运用。

2003年，唐厚志在瑞典王宫接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
“皇家北极星司令官勋章”，以表彰他在国际商事仲裁方
面，特别是在促进中瑞仲裁友好和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突
出贡献。这是国际仲裁界人士第一次获得该勋章。

近年来，伴随中国涉外商事仲裁法制日趋完善、国
际化程度提升，仲裁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的作用与
优势日益凸显，中国仲裁也正在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
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除港澳台地
区以外，境内仲裁机构数量已经超过 250 家，每年受理
的案件数量超过 50 万件，涉及标的金额超过 6000 亿
元。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更是充满自豪地表示，要
把中国打造成为国际仲裁中心。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中国仲裁事业从无
到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维护国际商事公平的一支重
要力量，赢得了来自全世界同行的赞誉与肯定。一代代
中国仲裁人也以自己的奉献，守望着国家对外经济的不
断发展，用青春书写下美丽的法律篇章。

从零起步几代人接续奋勇开拓 砥砺前行后学者站上全球舞台中央

中国仲裁赢得世界赞誉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一个在当地似乎名不见经传的机
械厂，却在世界电梯领域声名赫赫，这
是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给人留
下的深刻印象。

东方富达公司市场部经理石建成
说，近几年来，该公司生产的电梯安全
构件一路走高，至今已赢得全球 30%
的市场。10月中旬，他们刚刚接待了
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客商。

据介绍，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电梯生产国，全球每年大约生产电
梯 120 万部，其中 80 万部产自中国。
而“东方富达”则是专门生产电梯上
的缓冲器、限速器、安全钳、夹绳器的
厂家，产品均属确保电梯安全的核心
部件。石建成说，如果电梯运行中上
述部件出现问题，那就离重大事故不
远了。

东方富达前身为建于 1966 年的
河北东方机械厂，1997 年搬迁至廊
坊。自生产电梯部件 20 多年来，“人
命关天”的安全意识在该厂深深札
根。为了每一个部件达标，他们当年
建起了全国第一座电梯安全部件试验
塔，组成研发团队昼夜不停地反复验
证。石建成举例说，“如电梯上的缓冲
器，要求必须经过 100次试验，并且要
做到百分之百在规定时间内精准复
位，不能有一次出现偏差。”凭着锲而
不舍的进取，该公司先后顺利通过了
欧盟、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标准
认证。五大类、90多个品种、300多个
规格的产品，畅销美国、德国、日本等
20多个国家，逐步成为通力、迅达、三
菱、蒂森、奥的斯、富士达、日立等世界
十大电梯企业的供应商。

以高质量产品占据国际市场，还
在于东方富达公司对科技创新与人才
的格外重视。近年来，他们主动与清
华大学、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河北科技
大学合作，内培加外引，多渠道加快技
术队伍建设。现在，该公司已拥有各
类技术人员 200余名，其中硕士、博士
等高端人才 50余名。通过技术创新，
生产车间实现了焊接流程机器人作
业，优化改进了工艺流程，自主设计、
开发的创新产品获得 32 项国家专
利。同时，该公司还拥有一批二三十年一线生产
经验的技工群体，他们发扬工匠精神，把一个个研
发成果从图纸变为精品部件。公司焊接技工、焊
接工艺均通过了CWB加拿大焊接局认证。

目前，东方富达已突破梯速 5米/秒的缓冲器
技术瓶颈，并先后在广州、成都、苏州等地设研发、
产销基地。为了适应生产和质量需求，该公司今
年又与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合作，对生产线实行全
面改造升级，以期加快实现制造装备智能化。

（闫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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