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5日，由陕西省商务厅、农
业厅、陕西省贸促会、渭南市人民政
府等单位主办，渭南市商务局、贸促
会等具体承办的第六届中国西部跨

国采购洽谈会（简称“跨采会”）暨中
国（渭南）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农交会”）在渭南申华汽车文
化产业园、华晨集团申华国际展览

中心（渭南鸟巢）举行，农交会是跨
采会的专业分会之一。

共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
缅甸、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地区）
的 128 位境外采购商；北京、广东、
福建、浙江、江苏、山西等 20 多个
省市的 218 名国内采购商；青海、
山西、山东等 10 多个省份的 300 名
供应商参展，展会专业观众规模超
过 1000人。

本届农交会以“绿色 品牌 合
作 发展”为主题，全面展示陕西及
丝路沿线各地特优农产品，推广国
家最新农业科技、金融成果。其中，
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展区，展示内容
涉农金融产品，主推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龙头企业展区，集中展示国家
级、省市级龙头企业品牌形象；农业
高新技术展区，展示国内外先进的
农业高新技术、智慧农业、设施农业
等；农资农机展区展出国内外先进

的农业装备、绿色农资、种子苗木
等；农产品、食品展销区，汇集全国
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全
国特色农产品展区，重点展示丝绸
之路沿线地区、黄河金三角地区的
农业发展成就和特色农产品；陕西
农业发展成就展区，围绕农村电子
商务、农产品电商、农业扶贫、特色
农产品等，集中展示陕西省农业发
展成就和特色农产品。

渭南属于农业大市，物产丰富，
拥有白水果业，大荔冬枣、蒲城西瓜
等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拥
有富平柿饼、富平羊奶粉、蒲城酥
梨、大荔高石脆瓜、合阳红薯等知名
地理标志产品。农交会现场展示销
售的农产品种类繁多、富有地域特
色。展品多为高端有机、名优特农
产品，以及众多渭南地理标志产品。

农交会期间，举办方安排了渭
南市农业产业发展、渭南市特色果

品、白水苹果、临渭葡萄产业、大荔
现代农业、经开区中国酵素城、云南
瑞丽姐告边工委口岸7个专题推介
会，充分借助跨采会和农交会这一
国际贸易平台，推介渭南特色产业
和特色农产品，拓宽招商引资渠道，
助推渭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助力
农民致富。渭南农产品也因质量上
乘为农交会增添了光彩，一股“渭南
农特优产品旋风”再次掀起，一张

“渭字特色农产品名片”再次展开。
除此之外，农交会期间还进行

了五大专题主题论坛活动：分别是
日本东京农业大学高木和广教授土
壤农残降解研究专题演讲；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教育部周子乔
农产品“走出去”的认证讲解；阿里
巴巴做 1688助力农产品上行、京东
集团电商驱动地方品牌、香港 sail品
牌引领传统农产品转型主题演讲。

（渭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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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贸促工作

广西贸促会8月签发原产地证249份

上海市贸促会⇌
匈牙利驻沪领事馆

近日，湖南省贸促会与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省经济部在长沙共同
举办了中国（湖南）—加拿大（萨斯
喀彻温省）合作交流会。湖南省贸
促会巡视员熊健出席交流会并致
辞，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农
委、国土资源厅、核工业地质局、有
色地质勘查局等单位负责人以及
多家企业和机构代表 50 余人参加
了交流会。

熊健表示，湖南省交通发达，科
技实力强劲，拥有丰富的高端旅游
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湖南拥有一支高水平、高
素质的探矿队伍，总计人数4万多，
探矿人员足迹遍及澳洲、非洲和拉
美地区。加拿大工业基础雄厚，矿

产资源丰富，农业产业发达，湖南与
萨省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农业
等方面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

熊健还表示，此次交流会是湘
企认识和了解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的良好机会。湖南省贸促会正积极
落实和推进省委、省政府“开放崛
起、创新引领”战略，支持湘企赴萨
省投资创业，也期待萨省企业扎根
湖南，建设湖南。

在交流会上，萨斯喀彻温省经
济部地质调查局总地质师加里介绍
了萨省的相关情况。他表示，萨省
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农业出口大省，
是加拿大第二大石油产区和全球最
大的钾盐产地。萨斯喀彻温省经济
部大中华区总监王学玮介绍了萨省

经济、文化、矿产、农业、生化技术、
投资等方面的信息，表示期待湖南
企业赴萨省参观考察和投资发展，
萨省政府部门将为中国企业的入驻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科技与对外
合作处副处长易利国表示，湖南矿
产资源丰富，两省在扩大矿业合作
等经济合作上具有广阔空间和良好
前景。希望双方坚持“互惠互利、合
作共赢”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建
立合作机制，加强合作，把双方的农
业合作交流，推向新的阶段和更高
的水平。

湖南省农委外事处调研员钟清
远介绍了湖南农业情况。他表示，
湖南是中国久负盛名的“鱼米之

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
足”的美誉。湖南农业资源丰富，主
要农产品优势明显，在全国具有重
要地位。近年来，湖南省积极推进
农业对外开放和农业产品“走出
去”，在国际合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和成效。

在问答环节，双方企业代表就
湘企走进加拿大，在农业、环保、矿
业等领域进行技术合作等进行了
讨论。

湖南省贸促会有关人员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湘萨两省增进了了
解。湖南省贸促会和加拿大萨省经
济部达成诸多共识，双方将发挥各
自优势，竭诚合作，共同推进双边关
系发展。 （湘贸）

“今年 7 月份，我们参加东北
亚标准化论坛期间，日本的宅急送
就提报了生鲜电商的配送标准。西
方人也喝葡萄酒，他们比我们更熟
悉葡萄酒文化，更会品酒。现在中
国也是葡萄酒消费大国，为了让中
国的老百姓喝上好酒，我们在讨论
怎么把流通环节的标准做好。也不
排除我们向 ISO提报国际标准提案
的可能性。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大
国，是有可能把中国的生动实践转
换成国际标准的。”在9月26日召开
的《葡萄酒储存管理技术规范》行业
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上，商业行业

贸促会秘书长姚歆说。
与会嘉宾、湖南子牛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瞿吉辉所在的公司有
葡萄酒进口业务。他介绍说，“一
瓶好酒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好的
原料，二是好的酿酒师，三是到客
户手上的运输保管。如果第三条
没做好，前面下多少工夫都泡汤
了。我们的仓库里有几十个（葡萄
酒）柜，希望有一个储存管理技术
标准引导我们。”

据了解，目前葡萄酒储存运输
领域没有国际标准文本，只有行业
公认的一些数据。如果商业行业

贸促会的这一标准起草并向国际
推广的工作进展顺利，完全有可能
填补国际标准领域的空白，带给中
国葡萄酒行业一些弯道超车、缩小
与国外葡萄酒行业差距的新机会。

据悉，《葡萄酒储存管理技术
规 范》的 项 目 编 号 是 2017 GH-
032，是针对葡萄酒出厂以后在流
通过程中和零售终端的储存和管
理而制定的。该项目的标准项目
立项工作已完成，目前进入标准文
本起草阶段，起草单位是商业行业
贸促会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济南果品研究院。

曾有“川东煤都”之称的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老工业基地四川省华蓥市，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在相继关闭130多家
煤矿、水泥、石料场等矿山资源型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以工业新城为载体，成功引进电子零
配件及成品生产企业76家，其中从事集手机整机生产和软件研发于一体的企业达66家，“华蓥造”手机等电子产品
销往东南亚、欧美、中东、非洲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仅5年多时间便从“川东煤都”变身为“川东数子硅谷”。

图为四川省华蓥市工业新城电子产业园华金润电子厂的员工在分解生产触摸屏的原材料。中新社发 邱海鹰 摄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贸促
会会长杨建荣会见了到访的新任
匈牙利驻沪总领馆总领事博岚一
行，双方就加强经贸合作进行了
交流。

杨建荣表示，多年来，上海市
贸促会与匈牙利驻沪总领馆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双方未
来共同拓展合作空间。

博岚表示，今年 5 月在北京
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为双边合作开辟了广阔空
间。今年11月，2017年“16+1”领
导人峰会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举行，匈牙利将继续做好中方
企业进入欧洲的桥梁和先导，为
欧中关系以及“16+1”合作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博岚还表示，希望与上海市
贸促会、上海国际商会一起，共同
推进中国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合
作，特别是在交通与物流产业、智
能自动化汽车工业、农业技术交
流以及城市化创新产业等方面。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贸促
会副会长徐阔廷会见了到访的美
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官员 Chris 一
行，双方就筹办中—美环境技术
研讨会，以及加强经贸合作等进
行了交流。

Chris 介绍了商务处近期重
点工作及计划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举办研讨会的初步想法。

徐阔廷表示，河北省贸促会
将联合省内相关部门和机构，为
中美双方企业合作搭建平台，提
供服务，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取得
成效。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资环处副
处长袁业介绍了河北省在大气、
废水、土壤修复三大攻坚行动中
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河北省在
节能降耗和环境管理方面需要引
进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贸促
会副会长陈扬会见了到访的加纳
大阿克拉省省长伊斯梅尔率领的
经贸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加强经
贸合作进行了交流。

陈扬介绍了福建省贸促会近
年来在促进国际经贸交流、搭建
合作平台、培育品牌展会、提升法
律服务质量方面的工作，介绍了
围绕中国贸促会和福建省政府开
展的重大经贸活动，特别是参与
举 办 了“2017 金 砖 国 家 工 商 论
坛”和厦门“9.8”投洽会。

伊斯梅尔表示，代表团此行
赴福州，一是想同福州的区、县、
市建立友好关系，二是希望能在
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以及石化、金融、旅游等产
业方面与福建进行合作。

陈扬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
动，加深福建同大阿克拉省的相
互了解，为双方下一步的合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本报综合报道）

本 报 讯 近 日 ，记 者 从 广 西
贸 促 会 了 解 到 ，今 年 8 月 ，该 会
共 签 发 一 般 原 产 地 证 225 份 ，自
贸 区 优 惠 原 产 地 证 24 份 ，签 证
金额分别为 2029.4 万美元和 82.9

万 美 元 。 签 证 商 品 主 要 出 口 越
南、韩国、孟加拉国、印度等 53 个
国 家（地 区），覆 盖 机 械 、化 工 原
料、木材加工、食品、建筑建材等
行业，其中其他亚洲国家、东盟及

中东地区为签证量最大区域，分
别 占 全 部 签 证 量 的 29.32% 、
24.5% 和 16.06% ，所 占 签 证 金 额
分 别 占 签 证 总 额 的 19.34% 、
31.86%和 14.75%。 （桂贸）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
贸促会了解到，为应对外贸企业
经贸摩擦，济南市贸促会出台了
四措施：

一是完善经贸摩擦应对工作
体系建设。济南市贸促会建立了
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专人负责摩擦
预警日常工作，进一步整合贸促系
统资源，在所属 10 个贸促支会建
立联系点，初步形成“以点带面、积
极引导、自上而下、双向传递”的工
作机制。

二是扩大宣传，重点做好预警
信息收集与发布。济南市贸促会
编制了《经贸摩擦预警宣传服务手
册》，通过座谈会、各类业务展会等
进行宣传。在济南市贸促会门户
网站上设立了“经贸摩擦预警”专
栏，与泉城 400 多家企业建立“双
向”联系，建立起反应灵敏、上报迅

捷、反馈及时的信息搜集、报送机
制和联动机制，实现精准服务，进
一步畅通和扩大预警信息的获取、
反馈、收集渠道。

三是加强调研，掌握涉企相关
信息。济南市贸促会开展了走访
调研，了解了济南市重点进出口企
业遭遇的经贸摩擦情况，掌握“一
手资料”。并向企业发放了《经济
贸易政策调查问卷表》，收集、整理
济南市企业对美国、欧盟、乌克兰、
土耳其、俄罗斯、新加坡、日、韩等
国贸易投资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四是提高代言工商的服务工
作质量水平。济南市贸促会将所
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汇总、分
析并形成工作报告，提出相关意见
和建议，为经贸摩擦应对工作的开
展进行科学决策，为泉城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余珊）

本报讯 近日，海南省贸促会
邀请海南省政法学院、海南智海王
潮会议展览公司、海口九愚会展公
司、海南品香园食品公司、海南翔
泰渔业公司等10多家机构和企业
面对面进行“大研讨大行动”交流
座谈会。

座谈会上，会展企业代表就
“营改增”税改对会展业的影响、海
南省会展业政策如何高效精准促
进会展业发展等展开交流；海南水
产行业企业代表就建立完善海南
省水产定价权机制、水产企业商账
追收等涉及企业切身利益的问题
进行发言；医药行业企业代表对海
南省医药行业境外人才引进相关

扶持政策的改进、海南医药行业企
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面临的机遇与风险等提出诉求。

海南省贸促会会长李志杰表
示，海南省委开展“大研讨大行
动”，要求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从
思想、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查找影响
海南建设发展的突出问题。对于
贸促会而言，要通过深入企业调
研，在全会干部职工中开展讨论，
切实查找影响海南国际化建设和
对外开放以及企业自身发展的突
出问题，将企业的有关诉求以调研
报告形式上报省委，进一步履行代
言工商的职责。

（琼贸）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贸促会
与四川省农业厅率24家企业代表
组成的农业经贸代表团访问新加
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其间，代表
团组织了两场经贸洽谈活动，参观
了2017澳大利亚国际食品展。

代表团在新加坡期间，四川省
政府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新
加坡中国商会共同举办了 2017中
国四川—新加坡经贸推介暨企业
对接会。四川企业与新加坡食品
饮料行业协会、食品进出口贸易
商、生产厂家、中餐馆、超市等 80
余家企业和商协会进行了交流，20
余家新加坡企业拟代理四川产品，
意向协议金额达到1500多万元。

代表团在澳大利亚期间，与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工商会在墨尔本
举办了 2017中国四川—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经贸推介暨企业对接

会。双方食品生产企业、进出口贸
易商和超市代表等进行了对接。
四川省贸促会有关人员表示，川企
愿意与澳大利亚企业在农业食品创
新、市场分析和产品包装等领域进
行合作，希望澳方能提供适合川企
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代表团还参观了 2017澳大利
亚国际食品展，该展览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食品行业展览，吸引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食品、饮料生产商和专
业贸易人士参加。

四川省贸促会有关人员表示，
此次观展，有利于四川特色农业食
品企业掌握国际食品行业的发展
趋势，了解澳大利亚市场需求，结
合当地行业标准，提升产品质量，
同时向境外企业展商学习优秀的
布展经验和参展技能，提升企业参
加国际展会的能力与水平。（川贸）

20多个国家、地区的采购商齐聚第六届西部跨采会

渭南劲吹农产品特优风

济南市贸促会四举措应对经贸摩擦

海南举办企业“大研讨大行动”交流座谈会

四川贸促推介农企对外合作

商业行业贸促会起草葡萄酒行业标准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湖南推动与加拿大农业矿业合作

河北省贸促会⇌
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处

福建省贸促会⇌
加纳大阿克拉省经贸团

本报讯 近日，在荷兰欧渥艾
索省副省长铂尔曼率经贸代表团
访问大连期间，大连市贸促会与荷
兰欧渥艾索省等单位共同举办了
荷兰高新技术企业对接说明会。
大连市贸促会会长崔铁、副会长董
振明出席会议，40 余家企业代表
受邀参会。

大连市贸促会会长崔铁在致辞
中表示，近年来，大连与荷兰在经济
贸易、教育、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合
作取得了广泛成果。此次企业对接
说明会将推动双方在科技、环保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助推大连城市发
展创新转型、结构调整。大连市贸

促会也将结合企业需求，加强两地
经贸团组的互访，为双方企业间的
商界对话、项目对接搭建平台。

荷兰代表团在连期间，大连市
贸促会还安排了荷兰GTTS公司、
荷兰 Tribelt 公司与大连企业进行
商务对接。荷兰 GTTS 公司与大
连中船新材料公司、辽宁省造船工
程学会就无线电通信的海事应用
进行了探讨，并在卫星定位和无线
传输等具体领域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荷兰Tribelt公司与大连中通
食品机械公司就金属传送带供应
时限及运输成本进行了探讨，达成
了初步合作意向。 （刘宇）

大连举办荷兰高新技术企业对接说明会

尊敬的读者：
根据十一休假安排，我报社

于2017年10月3日、10月5日休
刊两期，10月10日起正常出版。

特此通知。
中国贸易报社

2017年9月28日

休刊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