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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河地方合作是中俄全
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的 重 要 内
容。”湖南省贸促会、湖南国际商
会 副 会 长 胡 强 在 近 日 举 办 的

“2018 湖南省—萨拉托夫州经贸
投资论坛”上表示。

此次论坛由湖南省贸促会主
办，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出口支持
中心主任娜塔莉亚率领该州工商
代表团出席论坛，湖南省内贸促
系统和企业代表 50 余人参加了
论坛。

胡强说，自 2013 年 5 月中俄两
河流域合作机制启动以来，湖南省
开展了系列互访和产业对接活动，
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
展。2017 年初，湖南省还成立了湖
南省对俄合作推进中心。这是湖
南省推进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与
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
的标志性合作平台。

据了解，中俄两国是重要的经
贸合作伙伴，2017 年中俄贸易额达
84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湖

南与俄罗斯在2017年进出口总额为
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7%；其中
出口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9%；进
口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4%。

胡强还表示，希望湘企能够
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积极广
泛地开展国际经济与投资合作。
湖南省贸促会致力于推动中俄经
贸关系向纵深发展，将及时发布
俄罗斯经贸动态、市场信息、相关
政策法规的变化和调整，积极为
双边企业释疑解惑，搭建合作交
流的桥梁，为中俄经贸共创开放、
创新、双赢局面作出贡献。

娜塔莉亚代表萨拉托夫州政
府介绍了萨州在地理位置、物流领
域、原材料、教育资源、税收政策、
农业及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她表示，中俄在“长江、伏尔加”两
河流域合作机制下合作领域广泛，
合作空间很大，中国是萨拉托夫州
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本次来访的
代表团成员均是萨拉托夫州的实
力企业，愿通过此访加强与湖南企

业的贸易合作，也希望借此次推介
引进中国投资。

论坛上，萨拉托夫州化工业领
军企业 Merakhim LLC 公司、现代
农 业 企 业 Infobis- innovatika LLC
公 司 、新 型 生 态 企 业 Vse dlya
vorot-Saratov LLC 公司等介绍了
各自企业经营领域，纷纷表示看好
湖南市场，愿加强与湖南企业的合

作。问答和对接环节，两地与会代
表就萨州产业发展情况和双方合
作潜在可能性进行了交流。

论坛结束后，湖南省贸促会与
萨拉托夫州出口支持中心签署了
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表示，将以此
为契机，深化业务合作，为两地经
贸交流夯实基础。

（湘贸）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贸促会
副会长颜志平会见了到访的香港
特区政府驻福建及驻广东代表处
代表一行，双方就加强经贸合作进
行了交流。

颜志平表示，当前，厦门市正
在积极打造海丝支点城市，香港
作为海丝沿线重要的地区，在金
融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港
口等产业都有很多值得厦门学习
和借鉴的地方。

香港特区政府驻福建联络处
主任赵碧菁表示，厦门文化创意、
时尚设计、鞋服等产业与香港互
补，未来，应多加强日常的交流沟
通，促进两地多领域合作。

本报讯 近日，广西贸促会会
长李常官会见了到访的美国驻广州
总领事馆商务处首席商务领事谢
贝晴一行，双方就深化经贸往来、
推动贸易投资合作等进行了交流。

李常官表示，希望在现代农
业、旅游观光、农产品深加工、医
疗养老等方面加强与美方合作，
推动企业双向投资。

谢贝晴介绍了将于 6月份在
美国举办的投资美国峰会有关情
况，她表示，希望与广西贸促会加
强联系，积极组织企业互访，促进
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CMP）
方面的合作。

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港是世界最先进、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实现了吊装、运输等全流
程无人化。近日，在“中远希腊”轮作业中创出单机平均效率42.9自然箱/每小时、船时效率218.1自然箱/每小时的
新世界纪录，震惊全球航运界。

图为青岛港前湾港区南岸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上“空无一人”，生产作业却有条不紊。
中新社发 王培珂 摄

本报讯（本报记者 孙强）近
日，北京市贸促会联合匈牙利、斯
洛伐克、捷克、波兰 4 国驻华大使
馆共同举办了“第21届科博会—4
国推介会”。

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林彬表
示，4国推介会作为科博会系列活动
的重要部分，以“科技·合作·发展”
为主题，主要推广匈牙利、斯洛伐
克、捷克、波兰4个国家的重点科技
发展领域、研发支持与国际合作等，
同时介绍部分国内企业在科技领域
取得的最新成果，加深双方了解认
知，增进友谊互信，把握合作良机。

匈牙利驻华使馆科技官员希
克劳斯、波兰驻华使馆科技官员波
普茨基、斯洛伐克驻华使馆科技官

员密斯提克等分别介绍了所在国
的投资环境与合作机制。他们表
示，4 国作为中欧重要的经济体，
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匈
牙利与中国在化工、通信、汽车、物
流、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日趋丰
富；波兰对中国贸易发展迅速，2017
年双边贸易额为212.3亿美元，同比
增长20.4%；捷克、斯洛伐克现已发
展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二大、
第四大贸易伙伴关系国。

推介会上，北京市贸促会与 4
国代表达成共识，今后将继续打造
优质的合作平台，形成贸易投资促
进合力，开展互惠经贸合作，把中
国和中东欧工商合作关系提升到
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讯 5 月 21 日，浙江省贸
促会与浙江省委党校联合成立的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正式签约挂
牌。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陆
发桃，浙江省贸促会党组书记、会
长吴桂英出席成立仪式。

在之前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
吴桂英表示，开展“一带一路”研究
工作非常重要，自 2013年以来，浙
江省贸促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在全国贸促系统最早开展了走
进“一带一路”的贸促专项活动，积
累了大量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
合作的实践素材，希望通过与浙江
省委党校合作，开展“一带一路”专
项研究，把贸促工作的实践上升到
理论高度，发挥智库作用，为浙江
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党委政府决策
提供咨询参考，在浙江省全面推进
开放强省建设的进程中作出更多

更大的贡献。
陆发桃表示，全省对外开放大

会强调，坚持“一带一路”统领，全面
推进开放强省建设，以此为背景，成
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极具意义，
这也是贯彻落实对外开放大会精神
的具体行动。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
究力量强，浙江省贸促会在实践的
第一线，了解沿线国家，直接联系企
业，信息来源广泛，双方可以通过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这项工作自去年
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希望研究中心
在资料共享、信息共同、联合调研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多出成果。

座谈会后举办了签约挂牌仪
式。浙江省贸促会党组成员林炜、
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徐明华分别
代表各自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
吴桂英、陆发桃分别向研究中心负
责人授发铜牌。 （浙贸）

本报讯 近日，西安市贸促会
副会长张庚元会见了到访的新西
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和志耘一行，双方就加强经贸合
作进行了交流，并签署经贸合作
协议。

张庚元表示，目前西安市贸促
会正积极参与陕西自贸区西安核
心区建设，重点是省市合建“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自贸区
服务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丝绸之路仲裁中心”，
为营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
环境作出贡献。

“此外，西安市贸促会还围绕

‘3+1’万亿级大产业组织举办专业
会展，重点参与承办通用航空大
会、装备制造业博览会、西部国际
物流产业博览会等大型展会；积极
参与国际港务区‘全球商品展示中
心’‘金边国际贸易中心’等开发区
招商合作项目。”张庚元说。

和志耘表示，目前，新西兰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已经与中
国 26 个副省级贸促会、3 个省级工
商联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成立了 5
个省级办事处；举办了 20 多场新
西兰投资贸易推介会，参加了数十
场中国的各类国际化商贸展会；在
新西兰举办了多场省市区级的商

贸推介会，接待了近百个来自中国
的政府及商贸代表团。

“希望通过此次拜访，加强新
西兰与西安的经贸联系，扩展在影
视演出、文化传媒、人工智能、跨境
电商、生鲜海产、牛乳制品、文化旅
游、留学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服务两地招商引资和商业贸易。”
和志耘说。

会谈后，双方签署了经贸合
作协议，商定在信息交流、商机推
介、技术引进、投资促进、国际展
会、商务互访等方面相互支持和
广泛合作。

（王平宇）

厦门市贸促会⇌
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处

广西贸促会⇌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贸促
会副会长程尧会见了到访的俄罗
斯下诺夫哥罗德州工商会副主席
阿尼新科一行，双方就加强经贸
合作进行了交流。

程尧介绍了重庆的优势和产
业特点，她建议双方在交流经贸信
息、组团参展参会、开展企业互访
等领域启动机构间合作。俄方对
此表示赞同，并希望双方尽快提供
进出口产品意愿清单信息，为务实
推动企业间合作奠定基础。会谈
结束后，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重庆市贸促会⇌
俄罗斯下州商会

湖南贸促助湘企联手俄罗斯企业

本报讯 近日，大连市贸促
会会长崔铁分别拜访了日本北九
州大连事务所所长永元博文、日
本北洋银行大连事务所所长明田
康宣、日本八十二银行大连代表
处所长栗林善道，与日方机构代
表就加强经贸合作进行了交流。

崔铁重点介绍了大连日本商
品展，并就展会的网站建设、商务
对接、展会服务等情况与日方代
表进行了沟通。

永元博文表示，大连日本商
品展深受北九州企业欢迎，是目
前面向日本企业的展会中规模最
大、参展及洽谈效果最好的展会。

明田康宣表示，北海道与大
连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北海道
的扇贝几乎全部通过大连企业进
入中国市场。5 月末，北海道经
贸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大连市赏槐
会及系列旅游论坛活动，希望大
连市贸促会给予协助。

（本报综合报道）

大连市贸促会⇌
日本驻连贸促机构

西安加强与新西兰经贸合作

北京市贸促会举办“4 国推介会”

浙江省贸促会与省委党校合作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浙江省提出，将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力争到 2020 年在“一带一路”枢纽
建设、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全球
一流营商环境营造方面取得决定性
成果，绘就同世界交融发展的美好
画卷。

近日，杭州市副市长谢双成率
领由杭州市贸促会牵头组织的 12
家杭州知名企业代表团出访斯里兰
卡和印度，开展“一带一路”商务交
流活动。代表团7天行经2国6城，
举行6场推介会，签署3份国际机构
合作备忘录，设立杭州市贸促会海
外联络处，达成多个合作意向，以扎
实的行动开启了国际化的新征程。

与斯里兰卡企业深入交流

代表团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市和汉班托塔市访问期间，举行了杭
州经贸投资推介会，向当地政界和商
界宣传杭州，掀起了活动的小高潮。

谢双成表示，杭州作为中国的
创新之城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
市，期待与斯里兰卡开展紧密的合
作。斯里兰卡重大任务合作部、交
通和民航部、斯里兰卡投资局、科伦
坡市政府等多部门高度重视与中国
的经贸往来，认为“一带一路”合作
潜力无限，斯里兰卡气候、环境条件
良好，是比较理想的投资地，欢迎与
杭州企业的交流合作。

出访期间，杭州市贸促会分别
与锡兰商会、汉班托塔地区商会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杭州种业、浙江
大华、九如堂生物等企业代表逐一
推介各自的业务，与当地企业家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参观了汉班托塔
港，考察了中国—斯里兰卡物流与
工业园。

在印度首设海外代表处

随后，代表团赴印度，先后在班
加罗尔、勒克瑙、新德里和古尔冈 4

座城市开展活动。
班加罗尔被誉为“亚洲硅谷”，

是印度科技研究的中心。代表团参
观了印度著名软件企业 Infosys（印
孚瑟斯），会见印中友好协会全国总
会秘书长等，为杭州的开放型经济
发展开启新思路，对接新技术，注入
新活力。

勒克瑙是印度北方邦首府，
是印度 GDP 最高的城市之一，拥
有全国乳业研发中心、医疗和芳
香植物研究院等机构。市长圣尤
塔·巴迪亚为代表团举行了企业
对 洽 会 ，让 双 方 企 业 深 入 交 流 。
杭州市贸促会会长王国珍与印度
丝绸之路贸易与工业发展协会副
会长哈立德·马哈茂德·拉里分别
代表双方机构签署友好合作备忘
录。会后，代表团考察了当地一
家奶制品加工厂，杭州种业集团
董事长孙利祥和九如堂生物科技
公司董事长王平还专门考察了当

地的医药和香料企业。
在新德里市和古尔冈市，代

表团与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进
行座谈。在双方代表的见证下，
谢双成和王国珍为“杭州市贸促
会（杭 州 国 际 商 会）驻 印 度 联 络
处 ”揭 牌 ，宣 告 杭 州 市 贸 促 会 首
个 海 外 联 络 处 落 户 印 度 新 德
里。自今年起，杭州市贸促会以
副会长企业驻外总部为基地建立
驻海外联络处，不仅延展了贸促
工作的业务范围，也方便了企业
广泛联系驻地政府和企业，拓展
对外关系，让杭州企业在海外有
了“娘家”。

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杭州政企代表团此行以“推介
城市形象、精进交流合作、探寻新
兴市场”为主旨，展示了国际化的
杭州形象，与斯里兰卡、印度的政
府机构和企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交流，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和企业
运营模式给对方留下了良好印象。

代表团此次出访达成了一批
新的合作意向，包括：浙江大华将
在科伦坡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
九如堂生物将从印度进口藏红花
种球，杭州市政建设、浙江杰厦建
设与斯里兰卡一家建筑公司达成
联手开发项目意向，浙江正泰新
能源与科伦坡一家能源公司洽谈
合作，等等。

企业代表们用6个字来概括此
行，一是“值”，行程内容丰富，市场
信息量大，合作空间广阔；二是“辛
苦”，时值两国雨季旱季，酷暑难当，
一天一个城市，奔波劳累；三是“想
不到”，想不到政府领导这么拼。
杭州纺织机械集团董事长叶文说：

“政府牵头带我们走出去，拉近了
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距离，有利于我
们寻找商机、开拓市场，这也是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好实践。”

杭州市贸促会组团出访斯里兰卡和印度
12家随团企业收获颇丰

■ 本报记者 孙强

（上接第1版）
“中国的开放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也是循序渐进的。”白明表
示，近日中国取消了金融领域的
外资股比限制，对制造业的限制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渐开放起
来，中国也会越来越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虽然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世
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局势
紧张，且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
中德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主流，摩
擦是局部和暂时的，摩擦一旦影
响了经贸合作的发展，两国都会
着力改善和解决，放下争议共同
发展是双方的共识和默契，这是
成熟的经贸合作关系。

“未来中德在高端制造、科
技创新等领域还会继续扩大合
作范围，”桑百川称，经济的互补
性也决定了两国贸易合作的前
景广阔，加强中德间技术和产能
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发挥德国
技术的外溢效应，带动中国产业
技术升级，实现中国制造 2025 的
目标。

“中美贸易战停火，对美扩大
进口不会影响德国利益，中国对
德国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开放，此
次默克尔访华有助于增进了解，
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也释放出
了双方协作，共同促进多边贸易
体系发展的积极信号。”白明对此
次默克尔访华持积极的态度。

本报讯 5月19日，作为中国·
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重要活动之
一，“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产能
合作对接洽谈会在廊坊举行。会
上，河北省贸促会分别与巴基斯坦
国际商会和南部非洲中国企业家
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根据合作备忘录，河北省贸促
会将和巴基斯坦国际商会、南部非
洲中国企业家协会加强交流合作，
相互提供最新经贸政策、法规、市
场供求、技术转让和项目投资等方
面信息，及时传达双方企业的供求
信息和合作意向，鼓励和促进各自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互惠互利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合作，促
进巴基斯坦、非洲国家与河北省之
间贸易稳步增长。

签约仪式后，河北省贸促会会
长魏存计分别与巴基斯坦商会会长
穆罕默德·阿里和南部非洲中国企业
家协会会长李国东进行座谈。魏存
计介绍了河北省的产业基础、发展机
遇、市场前景等情况，并提出合力推
动项目落地、加强交流合作、参加
2018京津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三
点建议。穆罕默德·阿里和李国东
均表示，将以此次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与河
北经贸往来取得更多成效。（冀贸）

河北省贸促会为企业及时传递海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