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危地马拉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展览会作为促进中国与危地马拉及中美洲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继2007年、2009年、
2011年、2014年、2018年后，今年是第6次举办。近年来，中国贸促会为促进中国与危地马拉及中美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借助展会这
一载体，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不断创新，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已成为中国在中美洲
地区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贸易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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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的 2019 年危地马拉中华人民
共和国贸易展览会（以下简称危地
马拉中国贸易展）在危地马拉首都
危 地 马 拉 城 马 哈 达 斯（Forum
Majadas）展示中心举办。作为 2019
年中国贸促会重点出国展览项目
之一，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不仅是
促进中国与危地马拉及中美洲国
家经贸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
提升国家形象、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的务实举措。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中
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翟承玉、危地马拉-中国贸易与
合作商会会长佩德罗·巴尔诺亚、
危地马拉工业协会部长哈维埃尔·
赛贝达、危地马拉国家咖啡协会会
长贝尔南多·索拉诺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与会中危各界人士纷纷表示，
近年来，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的举
办，加快推进了中危两国的互联互
通和融合发展。

促进中危经贸合作

陈建安表示，作为东西方两大
文明起源地，中国与危地马拉虽远
隔重洋，但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国
和危地马拉的经贸交流与合作，符
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经过多年培育发
展，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已成为中
国与中美洲各国加强经贸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

陈建安强调，作为中国最大的
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中国贸促会愿
与危地马拉有关机构携手，共同组
织更多的展会、论坛，以及团组互
访，进一步加快推动中危两国经贸关
系发展，尤其是促进中危两国在科
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交流与合作，为
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危地马拉商协会负责人表示，
期待中国企业在危地马拉的交通、
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
领域深化合作。希望今后进一步
加大危地马拉咖啡、水果等产品的
对华出口，实现共赢发展。

上述负责人强调，愿与中国工
商界保持密切沟通协作，推动中危
互利友好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营
造良好氛围。

展示大国形象

“来自中国的消费电子产品成
为观众合影拍照的热点。”一位参
展商介绍说，大疆科技无人机成为
此次展会现场被追捧的焦点之
一。此外，华为展位也是“打卡”热
地之一。

据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危地马拉
中国贸易展规模超过3000平方米，

其中，国家形象展区的中国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模型、北斗二号卫星、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模型等，让危地
马拉及周边的观众零距离感受中国
在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硬实力。
而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
美洲馆日活动展示及体验，2020年
北京冬奥会虚拟体验，让更多人了
解到中国的大国风范。

与此同时，在公共区域设置的
虚拟现实（VR）眼镜区域，每天观
众排队体验成为展会现场的一道
风景。

当然，东方文明大国的传统文
化多宝盒、书法表演等展现了中国
文化软实力。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国情形
象展区的展示和互动加强了文化
输出和国家形象宣传，有效增进了
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
发展现状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了中
危两国文化交流与传播。

中企展硬核实力

本届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中
国企业和品牌产品展区近 2000 平
方米。来自 10余个省市的 34家企
业展示了在汽车及零配件、消费电
子、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运输物流
等领域的最新产品、技术和服务。

数据显示，此次危地马拉中国
贸易展期间，来自危地马拉及周边
国家的超过1万名与会者对参展的

长安汽车、苏州金龙、五征集团、深
圳大疆科技、华为、浙江大华、浙江
机械设备进出口、中海运航空货运
代理、正泰电器等高新技术展品高
度关注。与会者在关注产品新技
术的同时，对掌握操作技巧和规范
流程更迫切。

从现场可以看出，此次各参展
企业的特装展位设计和形象进一
步突显出新技术、新产品的“硬实
力”，且在展品上更注重契合目前
危地马拉的市场需求。据组委会
的统计显示，此次展会，超过80%面
积为特装展位，在展现参展企业形
象的同时，也提升了展品的高端技
术和性能。

此外，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了
近 800 平方米的中国国家形象展
示和中拉合作成果展区，通过图
片、文字、视频、实物、多媒体互动
等方式，展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
来在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发
展成就，以及中国与危地马拉及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贸易、
投资、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案例及
合作成果。

移址场馆的背后

连续多年参加危地马拉中国
贸易展的参展商和观众发现，今年
的场馆不是以往熟悉的危地马拉
Coperex 展馆，而是马哈达斯展示
中心。

据记者从危地马拉中国贸易
展组委会了解到，与往届展会不
同，本届展会筹备期间，此前一直
使用的Coperex 展馆因 8月危地马
拉总统换届大选，各类活动增多而
没有档期。

据其组委会有关人员介绍，为
找到一个能够满足本届危地马拉
中国贸易展展品需求的场馆，其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到危地马拉各场
馆进行实地考察，直到6月，才找到
了马哈达斯展示中心，与其他场馆
相比，马哈达斯展示中心更符合危
地马拉中国贸易展对场地的需求。

据透露，鉴于危地马拉中国贸
易展今年首次在马哈达斯展示中
心举办，与多年在 Coperex 展馆举
办相比，对马哈达斯展示中心的场
地环境和设施设备不够熟悉，为了
给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便利的参展、
参观环境，其组委会在筹备期间投
入人力和时间，通过各种渠道获取
更多的信息，以确保本届展会顺利
举办。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本届展会开幕前，就有
当 地 包 括 自 由 新 闻 报（Prensa
Libre） 、加 泰 罗 尼 亚 报 （El
periódico）、联 合 电 台（Emisoras
Unidas）、TGW电台、危地马拉最大
的 电 视 台（Guatevision）及 TN23、
Canal Azteca、Canal Antigua 等 30余
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

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

推动中危两国互利共赢

“危地马拉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的市场，我们将和意向客户进行进
一步沟通，提供需求产品。”金龙联
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金龙）海外客户经理沈亚
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金龙
坚信在危地马拉会有更加长远的
发展。

在本届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
上，苏州金龙展示的不同规格的客
车得到危地马拉采购商的关注。

根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贸
易成交额超过30万美元，意向成交
额超过 800 万美元，主要成交产品
包括机械、汽配、航运、视频监控系
统、电子器件、建材、消费品等。据
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组委会的数据
显示，本届参展企业中，多次参展的
占到近60%。

走进新兴市场

“此次以消费品类为主的 8 家
企业，参展面积达 100 平方米。”上
海市贸促会展览部项目副总监潘培
培向记者介绍说，此次参展，上海单

独设置了中国上海城市展区，希望
通过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和名优特色
产品，增进上海与危地马拉地方省
市友好往来与经贸合作。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参展，上海
企业结识意向客户 33 家，其中，上
海丝享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家、
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6 家，东
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志
珠宝设计有限公司各 5 家。在现
场，美加净牙膏、私享荟丝巾都卖得
很好。上海首次组织本土品牌参加
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就获得如此好
的效果，与其组委会的专业组织和
大力推广密不可分。

潘培培表示，本届危地马拉
中国贸易展为上海品牌提供了一
个零距离接触新兴市场的机会。
希望中国贸促会未来引领国内企
业走向更多新兴市场，探索新的
机遇。

蕴藏潜在商机

“在苏州金龙看来，危地马拉对
于中国制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的市场。”沈亚萍介绍说，此次参展
的海格多款不同规格的客车在当地
都有需求。其中，一款 KLQ6541C
轻客车型是针对短途客运的高性价
比车型，匹配 2.5L 和 3.0L两个排量
发动机，动力强大，在美洲市场配件
充足。另一款 7.2 米的 KLQ6729G
是城市公交车型，其搭强大的动力
和可靠性不仅可以应对中美洲多坡
道的山路地形，还可极大地满足当
地的驾驶习惯。

据透露，此次苏州金龙结识萨
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意向客
户超过 40多家，其中 90%为个体经
营者，10%为中小型营运公司、旅游
公司等。

另一个汽车品牌来自长安汽车
公司，据其有关负责人介绍，据不完全
统计，潜在客户数量约122家，现场成
交10家，成交金额约为125000美元。

提升品牌形象

“此次展会现场成交近 3 万美
元，意向成交约 5 万美元。”浙江大
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大华）参展人员介绍，此次展会现
场成交的产品主要是视频监控系
统。此次参展不仅是浙江大华在中
美市场的一次展示，而且对其品牌
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更为重要的是，
该公司找到了潜在客户。

作为国内知名的视频智慧物联
的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浙江大华
进入中美洲加勒比市场已有 6至 7
年，已在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
加、秘鲁、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家
开拓了市场。

“本次展会预计成交额会有 80
万美元。”世邦工业中美洲代表处负
责人表示，本次展会认识了很多高
质量的客户。鉴于矿山机械行业成
交周期比较长，相信半年内会有合
作反馈。

“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 9 年的
中国人，我深切感受到危地马拉人
民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羡慕。”
该负责人如是说。

促进经贸合作

据了解，中国企业对于开展同
危地马拉的经贸合作具有极大热
情。多数参展企业表示，通过危地
马拉中国贸易展的有利时机，与危
地马拉的采购商进行零距离接触，
进一步了解了危地马拉及中美洲的
投资和贸易合作潜力。尤其是展会
期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形式多样，效
果明显。

据介绍，为了展示中国制造的
实力，危地马拉中国贸易展组委会
精心组织代表行业发展水平的中国
品牌企业和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小企
业参展，展品不仅符合当地需求，而
且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加深了
危地马拉工商界对中国大国形象、
先进产品和新技术的了解，增进中
危工商界交流互信。

在采访中，众多参展企业也表
示，希望下次继续参展，让中国产
品、中国制造、中国服务，更快地走
进危地马拉及中美洲市场。

为进一步加深中危两国企业
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危经贸合
作与交流，推动双边友好关系的
全面发展，本届危地马拉中国贸
易展期间，主办方在危地马拉
BARCELO酒店举办了中国-危
地马拉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以
下简称论坛）。

作为本届危地马拉中国贸易
展的配套活动，此次论坛上，来自
中危两国相关政府机构、商协会
组织、行业商协会、知名企业及研
究机构的工商界代表约 200 人，
就危地马拉经济发展现状、中危
经贸交流与投资合作展望、中危
经贸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
危地马拉-中国合作与贸易商会
会长佩德罗·巴尔诺亚、危地马拉
COMBEXIM海关物流机构部长
豪尔赫·高麦斯、上海市贸促会展
览部部长狄蓉、厄瓜多尔-中国
商会会长何塞·伊达尔戈、金龙联
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
客户经理沈亚萍出席论坛并发表
演讲。

其中，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
州）有限公司作了现场推介。据
介绍，海格客车作为中国知名客
车品牌，目前拥有从 5 米至 18
米、50 多类 300 多个车型，可以
满足各种交通运输需求。危地马
拉作为中美洲最具市场潜力的国
家，期待海格客车和危地马拉企
业未来取得稳定的合作关系。相
信在未来的交通运输事业上，海
格客车会给危地马拉交通运输带
来新的契机，不仅带动双边经济，
还将为危地马拉的公路交通运输
带来新的变革。

此次论坛上，上海市贸促会
与危地马拉中商会签署了谅解合
作备忘录。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
主持论坛。

近 年 来 ，中
国政府鼓励有实
力 的 企 业 走 出
去，不仅开展进
出口贸易，而且
到 海 外 投 资 兴
业，这为包括危
地马拉在内的世
界各国提供了巨
大商机。

有 专 家 认
为，在经济全球
化、区域经济一
体 化 的 大 背 景
下，中危两国进
一步加强合作恰
逢其时。

据危地马拉
银行数据显示，
2019年1月，危地
马拉自中国进口
总额接近 2.1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4.3%，中国为危
第二大进口来源
国。危地马拉自
美 国 进 口 约 5.9
亿美元，美国仍
为危地马拉第一
大进口来源国。

危地马拉从
中国进口最多的
产品为电子器械和元件，总额
达 1970万美元，其次是纺织品
和化工产品，分别为 1922万美
元和 1818 万美元。2019 年 1
月，危地马拉对华出口总额达
878.1 万美元，同比增长 25%，
其中，钢铁出口所占份额最
高，达 794.2 万美元。为促进
中危经贸关系发展及双边经
贸合作，危地马拉出口协会同
中危贸易合作商会于2018年1
月签署了合作协议。

今年 9 月，2019 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的“危地
马拉国家日”期间，游客被热
情的拉美风情吸引，近距离感
受危地马拉文化。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北
部，国土面积 10.8 万平方公
里，拥有1600万人口和23个印
第安部落，是一个有着多民族
和多元文化的国家。

北京世园会危地马拉政
府总代表胡里奥·梅内塞斯表
示，在危地马拉境内，体现玛
雅文化的金字塔、城市废墟遗
址如今依然可见。玛雅文化
古迹也成为“危地马拉国家
日”活动的亮点。

据介绍，危地马拉资源丰
富，咖啡、香蕉、棉花、糖等产
品出口国外，小豆蔻出口居世
界第一位，咖啡生产在中美洲
占第二位。

作为危地马拉的第二大
进口来源国，中国与危地马拉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贸
促会多次赴危地马拉举办中
国贸易展、中危贸易投资论坛
等活动，有力增进了双边友好
往来和经贸合作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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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危地马拉贸易投资

论坛探讨合作前景 中国制造征服中美洲市场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兰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