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6日，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全省“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
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之时，山西省
贸促会会长陈河才、副会长李秀生
率队来到了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与该省有关企业座谈、调研，
一场关于“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
讨论的调研活动蓬勃展开。

走进企业——
谋良策问需求送服务强信心

陈河才向企业介绍,此次活动
是山西省贸促会认真落实省委“改
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部署要
求的重点工作，通报了 2018 年山
西品牌丝路行的进展情况和 2019
年的新打算。围绕如何更大力度
拓展海外市场，有哪些值得借鉴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如何为企业
走出去提供更好的平台服务，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哪些需
求，如何创新宣传山西品牌丝路行
等关键话题，陈河才同与会企业展
开了交流。

据介绍，2018年山西品牌丝路
行成功举办了东盟（马来西亚、泰
国、柬埔寨）、欧洲（德国、捷克、奥
地利）、中东（阿联酋、阿曼）、印度
4站活动，共举办各类展览展示、经
贸洽谈、招商推介、项目对接、交流

座谈等活动 55 场次，现场销售和
签订合同、意向订单 4533.2万元。

陈河才认为，由山西省贸促会
牵头、众多部门精心打造的山西品
牌丝路行，是扩大山西对外开放的
一项重要内容。深入推进山西品
牌丝路行活动，为企业打造更优更
大的海外市场，为企业搭建更高更
坚实的走出去平台，就是省贸促会
立足于全省开展“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大讨论活动实践、立足于构
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服务
山西实体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

陈河才表示，2018年山西品牌
丝路行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距山西省转型
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形势和任务要
求，距国际性、专业性、品牌性活动
的内在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还有
很大的创新提升空间。省贸促会
将继续围绕建设“示范区”“排头
兵”“新高地”三大目标，以落实构
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实施
意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
与国内重点经济区域的交流合作
等为重点，认真研究与相关国家、
地区开展交流合作的机遇，及时向
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向企业提
供好各类贸易投资促进服务，深化
做实与有关方面建立起来的交流

合作机制，跟踪服务有关签约和意
向项目的落实，不断扩大工作成
果；继续深入总结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制定好三年规划、各站方案，精
心筹划组织好 2019 年的山西品牌
丝路行活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山
西省对外开放的一张靓丽名片，为
山西省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
效益好、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之路，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应企业——
借力山西品牌丝路行走出去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秦忠义代表企业
对山西省贸促会深入企业开展调
查研究、走进企业送政策送服务的
行动表示感谢。他表示，要在省贸
促会牵头组织的山西品牌丝路行
活动的引领下，让中车太原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更多的产品走进“一带
一路”，让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走向全世界。

“优质展会让企业技术水平提
高，优质客户增长，走出去让我们有
了观察体验挖掘一手信息的平台。
希望省贸促会充分利用商会优势平
台，打造一个服务山西企业的大数据
现代化信息平台。”该公司副总经理
段云龙对山西品牌丝路行赞赏有加

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世界装备制造领域享有一

定话语权的太重轨道交通设备有
限公司也是山西品牌丝路行的受
益者之一，该公司国际部部长王超
在座谈会上直言，山西品牌丝路行
是企业寻找最优产品代理商的最
好捷径。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贸易部副部长李淼表示，省贸促会
带领企业走出去，走进国外市场，
让企业有了零距离接触国外客户、
深入了解国外市场的机会。晋西
车轴今年还是山西品牌丝路行活
动的坚决追随者。

山西华豹涂料副总经理桂永霞
提到，该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
仅增加了海外客户，同时与中车太
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结成了合作
关系。

山西春光锻造有限公司国际
贸易部部长曹星里表示，没想到一
次品牌行，就让他们有了企业成立
以来的第一笔国外订单，该公司也
从此与山西品牌丝路行结缘。

“通过走出去，我们企业创新意
识增强了，开拓市场的能力也提高
了。”京丰铁路电务器材制造有限公
司、山西驰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责
人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像山西省贸促会带领企业走
出去，深入企业送服务送政策搞调
研，作为服务国际展览企业，我还
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机械合作股
份有限公司梅松认为，“大红灯笼
高高挂”，在国际展会上就是山西
品牌丝路行最好的标志，提高了山
西企业形象展示的辨识度。

从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力
设备，到铸造、化工，再到陶瓷、玻
璃器皿、食品、医药等产业，一年来
山西省贸促会带领企业走出去，走
进“一带一路”进行交流合作，企业
可谓收获满满。

座谈会后，陈河才一行参观了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电力
机车调试库、工程机械车辆组装、
转向架造修、电器检修车间等生产
场所。陈河才表示，作为山西省轨
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车太原
公司一直以来对整个产业链的拉
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不断提升
自身软硬实力的同时也带动了上
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活力。希望中
车太原公司可以继续巩固自身优
势，大力拓展海外市场，跟随山西
品牌丝路行走好“一带一路”，激发
企业创新的潜能，为山西装备制造
走出去添砖加瓦。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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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贸促会
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贯彻落实
省委第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2019
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精神和省纪委
第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江西省贸促会副会长邓
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会长赵向阳
出席会议，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十四届七次全
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从更高层次贯彻落实总书记对
江西工作重要要求，是一次带动全

省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提质增效、真抓实干的大会。省委
对 2019 年的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
党的建设部署安排，目标明确、思路
清晰、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充分体
现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导
向，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
全会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认为，2019年全国贸促工
作会议认真落实了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总结 2018 年贸促工作，
分析新时代贸促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 新 要 求 ，部 署 2019 年 贸 促 工

作。全会要深入学习国务院副总
理胡春华对贸促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的工作报
告，结合实际，着力在推进贸促机
构改革、深化会省合作、拓展对外
交往、完善会展经济平台、优化商
事法律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会议指出，省纪委十四届四次
全会是对全省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再
动员、再部署的重要会议。省委书
记刘奇在会上的讲话通篇贯穿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江
西省全面从严治党新的重要成果，

科学分析当前江西省全面从严治党
面临的主要问题，明确提出新的一
年江西省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
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推动江
西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
了目标、指清了路径、坚定了信心。

会议强调，全会要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好省委第十四届七次全会精
神、2019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精神
和省纪委第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
要不断强化政治自觉，加强党的建
设，改进工作作风，确保党中央、省
委的决策部署在贸促系统得到不折
不扣的贯彻落实。 （赣贸）

本报讯 近日，广西贸促
会副会长李旭香会见奥地利驻
广州总领事馆馆长、商务领事
石嘉博一行。

李旭香介绍了广西的基本
情况以及与奥地利的经贸往来
情况，并重点介绍了广西贸促会
2018 年举办的重大活动以及
2019年将举办的重大活动，希
望进一步加强与奥地利驻广州
总领事馆多领域合作，共同推进
双方经贸合作发展。

石嘉博表示，广西与奥地利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潜力
巨大，愿与广西贸促会保持密
切沟通，积极组织奥地利企业
来桂考察，并参与广西贸促会
举办的相关活动，促进奥地利
与广西在环保、交通建设和智
能制造等领域项目合作。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贸促
会副会长张青山会见来访的韩
国京畿道经济科学振兴院上海
代表处首席代表金启吕一行。

张青山介绍了浙江省贸促
会计划 6月赴韩国举办经贸交
流活动的筹备情况。他表示，
京畿道是韩国经济较为发达的
省道之一，届时欢迎京畿道企业
参加活动，与浙江企业进行对
接洽谈，同时也欢迎京畿道高科
技企业代表团来访浙江。

金启吕介绍了京畿道2019
年将在中国及韩国举办的洽谈
会、展览会等活动计划，希望浙
江省贸促会对活动给予支持，并
通过持续的交流，巩固和发展
双方友好合作关系。

据了解，2016年韩国京畿
中小企业综合支援中心与浙江
省贸促会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2017年“京畿中小企业综合支
援中心”和“京畿科学技术振兴
院”正式合并为“京畿道经济科
学振兴院”。

本报讯 近日，大连市贸
促会会长崔铁会见公益财团法
人神奈川产业振兴中心大连代
表处首席代表山田胜纪、新任
首席代表岩田尚彦一行。

山田胜纪对大连市贸促会
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回
国后将继续推进大连与神奈川
县的经贸交流，加强与大连市
贸促会合作。岩田尚彦表示将
继续发挥神奈川产业振兴中心
与大连代表处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进一步拓展大连与神奈川
县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实
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崔铁表示，双方多年来保
持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神奈
川产业振兴中心大连代表处每
年组织神奈川县企业来连参加
大连市贸促会举办的大连日本
商品展览会。神奈川县拥有
许多知名大企业和优良的工
业环境，希望双方在高端制造、
养老、环保、医疗等领域加强合
作，共同促进两地经贸事业的发
展。今年，大连日本商品展也将
邀请更多、更优的日本参展商
以及更多的专业买家到会，大
连市贸促会将努力把大连日本
商品展打造成国内有影响力的
中日经贸交流与合作平台。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贸促会
联合中国贸促会驻香港代表处、中
国贸促会驻澳门代表处、广州市贸
促会、深圳市贸促委，在香港举办
了 2019粤港澳贸促机构和商协会
己亥年春茗。中国贸促会驻香港
代表处副总代表朱凌燕主持活动，
广东省贸促会会长林涛致辞。粤
港澳贸易促机构及各大商会代表
约100人参会。

林涛在致辞时指出，随着广深
港高铁顺利开通运营、《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在共
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市场
一体化水平、携手扩大对外开放和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等方面，

粤港澳投资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
大有可为。

林涛表示，广东省贸促会将致
力于探索和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
区商会联席机制和联动服务；期盼
和港澳各大外国商会进一步加强
交流合作，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创
造投资贸易机会，形成良好互动，
共同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活动中，林涛特别与香港美国
商会主席、香港美国商会会长、香
港奥地利商会主席等外国驻港商
协会代表，就共同参与“一带一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国际贸
易投资促进等进行了交流。

（粤贸）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贞一）
近日，泉州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与
来访的香港贸发局福建代表钟子
勤一行举行会谈。双方就如何分
享服务企业经验、联手打造品牌展
会、助力泉企走出去和组织泉州企
业参加香港茶叶与食品展等问题
进行了商讨。安溪县、永春县贸促
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谈。

泉州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向
来宾简要介绍了泉州市茶企业和
香企业的基本情况，推介了4月18
至22日将在泉州石狮市举办的第
五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品牌博览会的相关情况，欢迎香
港贸发局届时莅泉指导。

钟子勤简要介绍了香港茶叶
与食品展、书展的相关情况。他
表示，非常看好泉州市安溪县茶
企业和永春县香企业的发展前
景，期待泉州市贸促会能够组织
他们参加香港茶叶与食品展，香
港贸发局将发挥香港展会的平台
优势，帮助泉州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同时，香港贸发局将组织一
些香港知名企业来泉参展观展，
为第五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品牌博览会的顺利举办作
出努力。

会上，永春县贸促会就组织
属地知名香企业参加香港书展同
香港贸发局达成了初步意向。

本报讯 近日，潍坊市贸促会
联合市直机关工委、江泰保险经纪
股份有限公司，在潍坊召开企业走
出去暨营商环境座谈会。潍坊市
40多家企业及贸促工作人员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

潍坊市贸促会主要领导和市
直机关工委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
发言。江泰保险海外市场拓展专
家就企业走出去和风险防控工作
作专题讲座。在互动交流环节，企
业就走出去和营商环境进行了提
问，并反映了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
和意见建议。会上发放并填写了

营商环境调查问卷，为进一步查找
营商环境方面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提供基础材料。

政府负责阳光雨露，企业负责
茁壮成长。一直以来，潍坊市委
市政府致力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特别
是近日出台了纠治突出问题优化
营商环境十项措施。潍坊市贸促
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江泰保险
举办这次会议，是响应企业需求，
推动企业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扎实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的重要举措。 （刘祥东）

本报讯 近日，沈阳市贸促会
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
议。党组书记李屹主持会议并讲
话，副会长王丽杰、各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会 议 传 达 了《 关 于 报 送
2019－2020年沈阳市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的通知》和

《关于定期报送优化营商环境创
新改革案例的通知》，明确了完
成上述工作任务的时限和要求。

李屹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非常重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东北三省考察时提出的明确要
求。他强调，会党组班子齐抓共

管，各部门要积极参与、主动配
合，共同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落实。一是要按照时限、保质保
量上报工作信息和相关材料，此
项工作由办公室牵头、各部门配
合。二是要结合“万人进万企”

“最多跑一次”海外出展等工作，
分别由办公室、法律部、展览部信
息联络部、会务部结合本部门工
作职能，组织相关企业于近期召
开座谈会。三是要结合贸促工作
职能，深入谋划工作，创新工作内
容，做到与企业更贴心，努力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沈贸）

近日，2019CCEE（广州）雨果网跨境电商选品大会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拉开帷幕。东南亚与台湾电商平台
Shopee、俄罗斯电商平台Joom、非洲电商平台Jumia、印度电商平台Club Factory等国内外跨境电商助阵，解读新兴
市场发展新趋势。据悉，当前已有不少出口电商卖家将目标瞄准了新平台及新兴市场。 中新社记者 姬东 摄

本报讯 近日，南京市贸促会
召开专题业务工作会。南京市贸促
会/国际商会会长梁洁，会领导刘永
武、李名军等参加会议，贸促会各业
务处室负责人就 2019 年开拓贸促
会专项业务和国际商会有关工作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研讨。

梁洁提出要求，根据贸促会与
国际商会 2019年业务工作要点，务
实和务虚结合，立足眼前，放眼长
远，重点从四个方向上把握创新发
展思路，寻求高质量发展路径。一
是进一步发挥并放大贸促的功能作
用，更好地服务地方中心工作；二是
进一步延伸构建组织网络，就重点
加强内外联络、商事法律服务、出展
办展、信息化技术运用以及会展办
综合职能转变提升进行全面思考与

拓展安排；三是进一步提升国际商
会组织能力，研究好特色化、差异
化、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服务项目，
从会员发展质量、活动开展评价、培
训课程设置科学、宣传推广服务平
台四方面着手突破；四是进一步强
化自身能力建设，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开创新局面，积累实践，营造氛
围，做好近期计划和业务提升发展
战略规划，有步骤实施，紧跟政府、
紧盯总会、紧系企业，集中精力抓好
有前瞻性、战略性、有影响力、发展
深远的拓展延伸重点领域工作。

梁洁表示，全会要以建设一流
的贸促机构为目标，以打造重要经
贸桥梁项目为重点，以贸易投资促
进交流和商事法律服务、会展管理
服务为主线，久久为功，提质增效，

树品牌，补短板，搭平台，促合作，为
全市首位度提升，城市国际化、产业
高端化、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会上，梁洁还听取了各业务处
室的汇报，并结合各位分管领导的
发言逐一讨论，细化明确了各处室
2019 年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
她要求各分管领导带领部室，围绕
大局，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全力助
推“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建设；要突
出重点，充分借助贸促系统资源优
势，从建立一体化企业服务体系、开
拓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手段三个方
面，缜密谋划工作举措，对标找差，
创新实干，力求实效，不断提升贸
促会和国际商会的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服务好全市新一轮发展战
略目标实现。 （南贸）

要在推进改革深化合作优化服务上下功夫
江西省贸促会召开全会干部会议

山西省贸促会同山西品牌企业进行座谈

谋良策问需求 带领企业走出去

广东省贸促会与粤港澳贸促机构加强互动

沈阳市贸促会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议

泉州市贸促会与香港贸发局举行座谈

潍坊市贸促会召开企业走出去暨营商环境座谈会

南京市贸促会提出更好服务地方中心工作

广西贸促会⇌
奥地利驻广州总领事馆

浙江省贸促会⇌
京畿道经济科学振兴院

大连市贸促会⇌
日本神奈川产业振兴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