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9第四届乌兰巴托·中
国内蒙古商品展览会在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米歇尔会展中心开幕。展览
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内蒙古自
治区贸促会、蒙古国蒙中贸易促进
会、米歇尔展览集团承办，为期 5
天，内蒙古共有12个盟市参会。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
布小林，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邢海明，
蒙古国国会议员那·阿木尔扎亚，蒙
古国工商会、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
蒙古国中华内蒙古总商会等机构负
责人出席展览会开幕式。

布小林表示，内蒙古是国家“向
北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倡议与蒙古“发展之路”战略
对接进程。今年恰逢中蒙建交 70

周年，内蒙古自治区将利用好自身
地缘和人文优势，发挥好在中蒙交
往中的桥梁作用，继续推进内蒙古
自治区与蒙古国在经贸、人文、教
育、科技、口岸、医疗和青少年交往
等各领域全方位的交流合作，落实
好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
等务实合作项目协议，增进双方民
众的福祉，为中蒙关系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分别
组织当地企业参加此次展览会。据
了解，巴彦淖尔市贸促会、市商务局
组织“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企业以及维信羊绒、草原鑫河、天衡
制药等27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包
括乳品、羊肉、绒纺、面粉、瓜子、中

药材、奶酒、饲料等。众多观众驻足
询问，品尝磴口华莱士、灯笼红香瓜、
五原黄柿子等巴彦淖尔优质特色瓜
果，各地客商对该市参展产品赞不绝
口，巴彦淖尔展区成为展览会上人气
较旺的展区之一。

在与会嘉宾参加巡展并实地考
察展位时，布小林来到巴彦淖尔市
展区，详细了解巴彦淖尔市展出产
品，品尝巴彦淖尔特色瓜果，对“天
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营、
农牧业绿色发展的举措予以肯定，
并称赞河套平原光热水土条件好，
各类农产品质优味美。

鄂尔多斯市贸促会组织该市
13 家企业参加了本届展览会。蒙
凯集团的工程卡车，圣燚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的采暖锅炉，正能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的兰炭，荣朝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的轻奢文化用品，天泰万
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自
加热富硒牛羊肉便携食品，以及道木
格民族手工艺传承研发中心、杭锦旗
业赫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鄂托
克前旗敖包民族文化艺术品有限公
司的民族手工用品等50余类产品也
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和观众的目
光。这是鄂尔多斯市贸促会第二次
组织企业参加乌兰巴托·中国内蒙
古商品展览会。

同期，由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
蒙古国工商会主办的 2019蒙古国·
中国内蒙古经贸洽谈会召开，旨在
搭建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蒙两国

企业深入交流对接，200 多家中蒙
企业客商参会。会议举行了签约仪
式，共有7个合作项目签约，协议金
额达1.52亿元。巴彦淖尔市巴彦绿
业实业公司、内蒙古天衡制药公司
负责人在会上做了企业介绍和产品
推介，并与参会企业进行了深入交
流对接。

本届展览会期间，多家中蒙企业
达成合作协议，体现了内蒙古自治区
贸促会为促进中蒙两国企业之间的
合作交流，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做出的
积极努力。此次展览会不仅提高了
内蒙古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助力产业转型发展，更为引领内蒙古
当地特色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
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蒙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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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贸促会
会长何毅会见来访的香港贸发局
重庆代表处代表陈学恩一行，双方
围绕加强机构间合作、推动重庆与
香港企业交流合作交换了意见。

何毅介绍了贸促工作的发展
情况及贸促机构在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了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和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
求，为了全面落实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重庆正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重庆市贸促会作为促进开放型
经济发展和服务对外工作大局
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落实重庆开
放战略、推动境内外经贸合作、
联 系 和 服 务 工 商 界 等 工 作 任
务。他强调，香港贸发局是专责
推广香港对外贸易的法定机构，
希望双方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陈学恩表示，香港贸发局与
重庆市贸促会的工作性质、工作
职能、工作任务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办展办会、企业产品推介、搭建
经贸合作平台等方面都有共同的
愿望，融合点多，双方应紧密联
系，加强信息沟通，相互支持，特
别是今年下半年香港贸发局在重
庆举办的经贸活动，希望得到重
庆市贸促会的支持和参与。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贸促会副
厅职干部郑东平会见泰国驻成都总
领事馆新任商务领事李素君一行。

郑东平对李素君出任泰国驻成
都总领事馆商务领事一职表示祝
贺，并表示希望双方继续保持紧密
合作关系，进一步为两地贸易往来、
企业合作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
郑东平还邀请泰方参加陕西省丝
博会、西部跨采会等陕西省重点经
贸活动。

李素君表示，感谢陕西省贸
促会多年来对泰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各项经贸活动的支持，希望双
方的合作能更上一层楼。

本报讯 日前，法国滨海夏朗德
省省长多米尼克·毕瑟罗率领政府
代表团访问河北省。河北省省长许
勤、副省长夏延军会见代表团一
行。河北省贸促会、秦皇岛市政府、
河北港口集团等单位密切配合、精
心组织，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代表团访问期间，在秦皇岛市
举办了中国河北—法国滨海夏朗德
省航海产业交流周、河北—滨海夏
朗德省旅游合作交流会等活动，取

得了良好实效。
河北省贸促会会长魏存计出

席中国河北—法国滨海夏朗德省
航海产业交流周开幕式并致辞，双
方签署了河北省—法国滨海夏朗
德省合作备忘录。双方共达成五
方面合作：一是建立了河北省—滨
海夏朗德省联络沟通长效机制。
二是秦皇岛港与法国拉罗谢尔雷
米吕姆港签署友好港口协议，缔结
为友好港口。三是河北港口集团

与法国“大舷墙”游艇展组委会签
署咨询服务协议，力争 2020 年在
秦皇岛共同举办“大舷墙”国际游
艇展。四是秦皇岛法式帆船培训
基地正式揭牌，项目落地运营。五
是在秦皇岛设立滨海夏朗德省宣
传展示空间和法国商品展销中心，
展示推介滨海夏朗德省的旅游资
源、航海特色产品和红酒美食。为
推动双方旅游业合作交流、加快发
展提供了新动能。 （冀贸）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贸促会
召开全市贸促系统深化改革暨下
半年工作推进会，全市贸促系统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
了市委、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关于
贸促系统深化改革工作的指示要
求，听取了各县（市、区）贸促会工
作汇报和对泉州市贸促工作的意
见建议，审议通过泉州市上半年工
作报告和下半年工作规划，分享了
泉州市贸促会深化机构改革的经
验做法。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贸促
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泉州市
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紧扣市委
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工作要
求，深挖潜力、激发活力、敢于担
当、勇于创新，为促进全市外经贸
工作稳中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提出，下半年工作要紧扣
市委经济工作分析会主要精神和
要求，着力应对国际经贸复杂形
势，大力加强贸易投资促进工作，
助力泉州市企业积极拓展国际经
贸市场，推动全市贸促系统工作取
得新的更大成效。同时，要紧紧围
绕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对
标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群团改革的
总体要求、服务当地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和立足泉州打造“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先行区”三个方面要

求，扎实抓好基层贸促机构改革。
会议强调，下半年工作要突出

三个重点：一是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化落实省委

“五抓五看”、“八个坚定不移”部
署，围绕市委下半年“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目标要求，凝聚系统合
力，大力传扬“晋江经验”，切实把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
护”的要求落细落实，体现到思考
谋划、推动落实机关党建和贸促业
务等具体行动上。二是要稳步推
进机构改革。以贸促机构深化改
革为契机，抓紧转观念、变思维、换
思路，加快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创
新，主动思考贸促业务改革的创新
点、突破口，确保《改革方案》落地
见效；各县（市、区）贸促会要对标
市贸促会《改革方案》，抓紧研究制
定切合本单位实际的改革方案，确
保今年内圆满完成市、县两级贸促
会深化改革工作任务。三是要强
化责任担当意识。坚决贯彻落实
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强烈的进取
意识和开拓精神，勇挑重担、敢于
创新、奋力作为，着力推进贸促重
点工作，助推贸促系统放大功能作
用、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李贞一 吴伟莉）

本报讯 日前，广州市贸促会
党组书记、主任杨勇带队到越秀区
万菱广场考察调研，实地了解企业
和商户经营状况，听取企业和商户
诉求，就专业批发市场转型升级现
状和发展需求与商会、企业负责人
及商户代表进行座谈，对广州市传
统型专业批发市场行业如何转型
升级提出指导意见，并就广州市贸
促会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听取商会、
企业、商户代表的意见建议。

杨勇一行考察了万菱广场代
表商户，每到一户都详细了解商户
注册经营状况、产品特点优势、主
要市场方向、出口情况，座谈会上
听取了广州专业市场商会行业总
体情况、万菱广场转型升级情况、
及商户代表情况介绍和需要政府
协调解决的事项。

杨勇充分肯定了广州专业市

场商会代言工商、服务企业的桥梁
纽带作用，对万菱广场坚持“品牌、
品质、品位”发展战略表示高度赞
同，对企业有关诉求一一作出回
应，并详细介绍了贸促会的职能和
在帮助企业双向贸易双向投资方
面的优势。他表示，要通过进一步
发挥贸促会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转
型升级。广州市贸促会将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为万菱广场及周边批
发市场商户提供各项更全面的出
口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利用贸促会
境外展会资源、广州名品世界巡展
平台、广州经贸周平台、驻境外代
表处资源，带领企业抱团走出去开
拓境外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同时，整合资
源，帮助企业和商户参加国内知名
展会，形成合力，助力企业发展。

（李广）

本报讯 近日，天津市贸促
会副会长段益民会见来访的澳大
利亚国际商会代表团一行。

段益民就天津的经济发展情
况和天津市贸促会的工作职能进
行了简要介绍，并对 PECC 国际
贸易投资博览会暨天津进口商品
展进行了重点推介，邀请澳大利
亚企业明年来津参展。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首席执行
官麦克·果将澳大利亚国际商会
的发展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表示
代表团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开展与天津市贸促会的合作，
促进澳大利亚企业与天津企业之
间的经贸交流与投资，并希望能
够率领澳洲企业参与到天津市贸
促会主办的各类活动中来。

随后，在天津市贸促会的安排
下，麦克·果一行与天津市物流企
业——天津启德物流有限公司进行
了座谈，双方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河北省贸促会与法国代表团就航海产业对接交流

泉州市贸促会召开全市贸促系统半年工作推进会

广州市贸促会调研专业批发市场转型升级

第四届乌兰巴托·中国内蒙古商品展览会在蒙古国举行

内蒙古企业携特色产品亮相

本报讯 近日，大连市第二次
中日槐花恳谈会在大连市政府国
际会议厅举行。市政府秘书长衣
庆焘主持会议并讲话。日本驻连
机构、企业代表及大连市相关部门
负责人共36人出席会议。大连市
贸促会副会长于洪波在会上介绍
了日本商品展，并现场解答了日方
代表提出的具体问题。

于洪波介绍，日本商品展已经
举办了 10 届，现已发展成为中国
单一国别规模最大、深受日本工商
界欢迎的中日地方经贸合作交流
平台。市政府对今年的展会非常
重视，大连市市长谭成旭利用出
访、会见等时机多次对展会进行
推介，提出了“高水平办好日本商
品展”的要求。从大连市贸促会
目前筹备和招展情况看，展场规
模、展位数量、参展企业、商品种
类都创下新高。展会期间，还将
同期同地举办辽宁—日本贸易洽
谈会、辽宁跨境电商说明会、中日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论坛、《中日

贸易投资合作报告（2019）》发布
会 4项经贸活动，使日本商品展成
为集商品展销、经贸洽谈、交流研
讨、信息发布“四位一体”的综合性
展会，希望日本驻连机构、企业继
续支持日本商品展，积极参展洽
谈，共谋合作发展。

在提问环节，日本宫城县大连
事务所所长林香提到了展品通关、
对接洽谈等问题。于洪波解答说，
展品通关是参展商普遍关注的问
题，去年衣庆焘专门主持召开了协
调会，海关给予了积极支持，在机
场海关设立了参展商绿色通道，海
关履行手续后快速放行，为展品通
关提供便利。对出口经验较少的
日本中小企业，大连市贸促会将提
供具有丰富通关经验的两家物流
公司进行服务。日本商品展展品
涉及 20 多个行业领域，从近几年
展会交易情况看，地方观光、医疗
保健、工艺品、化妆品、农产品、食
品等备受欢迎，达成了一系列合作
成果。 （连贸）

大连市贸促会向中日代表介绍日本商品展情况

重庆市贸促会⇌
香港贸发局重庆代表处

陕西省贸促会⇌
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天津市贸促会⇌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

2016年以来，为推动刺绣产业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举办集中式刺绣培训班100余期，培
训绣工1.3万余人。目前，当地从事蒙绣工作的农牧民超过2.1万人，已实现1800余万元的产销收入。图为10余名
各民族刺绣传承人共同为70米的蒙绣长卷收尾。 中新社记者 张玮 摄

本报讯 为了解在欧中资企业
的主要问题和诉求，充分评估欧盟
投资环境对中国在欧企业的影响，
日前，由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中国贸
促会福建自贸区服务中心、厦门市
贸促会/国际商会联合主办的厦门
在欧企业座谈会召开。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晋
竹、中国贸促会福建自贸区服务中
心主任张世伟等参加本次座谈会。
厦门市贸促会/国际商会秘书长游

毓红主持会议。
自 2003 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涵盖上百个
领域，欧盟已成为最吸引中国投资的
目的地。会上，来自福建德龙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跨境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厦门安世通国际快递物
流有限公司、盈科外服等厦门市企
业代表畅所欲言，分别介绍了其在
欧投资项目及开展生产经营的情
况，反映了在欧投资退税、政策保

障、投资壁垒等方面的问题，并表示
希望借助贸促会等政府机构的力
量，拓展其向外发展的延伸能力。

周晋竹介绍，2019年4月，中国
贸促会研究院发布了《欧盟投资环
境报告》，旨在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
投资与欧盟经济发展的相互积极作
用。未来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重视
企业诉求，为在欧中资企业搭建更
加完善的沟通平台，支持并帮助企
业更好地走出去。 （厦贸）

厦门市贸促会调研企业在欧投资情况

近日，丹东市贸促会副会长程燕
率领15位丹东政商界代表赴浙江省
义乌市、金华市举办经贸项目对接
推介会，与义乌市、金华市的企业家
和商协会代表们进行了深入沟通交
流，全面推介丹东招商政策和丹东市
重点商贸项目。

在义乌，丹东代表团一行在义
乌商贸城参加双赢集团百货展厅开
幕仪式，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代表
进行项目推介。双赢集团百货展厅
作为一个全年365天进行展示的交
易中心，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生产
企业厂家，能够满足传统企业将品牌
及产品快速推向市场的需求。

在金华，丹东市贸促会、丹东市
经济合作发展服务中心与金华市贸
促会、金华市商业联合会共同举办丹
东—金华经贸项目对接会暨中朝边

民互市贸易区项目推介会，15位丹东
政商界代表与60多位金华企业家和
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

在两地举行的推介会上，丹东
市贸促会通过声情并茂的现场讲
解、视频播放等方式，向各地企业家
及商协会代表全面展示了丹东近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程燕
首先介绍了丹东的基本市情和产业
概况，强调丹东与义乌、金华两地在
资源、产业方面优势互补，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希望义乌、金华企业可以
提前谋划，把握机遇，积极到丹东投
资兴业，共同拓展边贸市场。丹东
市经济合作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姜
政介绍了丹东的招商政策和营商环
境，重点推介了丹东市重点发展的
几大产业及招商项目。丹东国门湾
中朝边民互市贸易区负责人向在座

企业分享了中国朝鲜互市贸易的商
机和所能提供的一站式服务项目。
丹东国际商贸城负责人介绍了丹东
红星美凯龙家具广场招商项目。

在互动交流环节，三地企业家代
表互换名片，就市场开拓具体问题进
行了交流，气氛热烈。参会企业家和
商协会代表纷纷表示丹东区位优越、
资源得天独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商
机无限，希望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

活动期间，丹东市贸促会、国门
湾中朝边民互市贸易区与双赢控股
有限公司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丹
东市贸促会和金华市贸促会签署了
友好合作协议，这是金华市贸促会
首次与国内贸促机构签署合作协
议，也是丹东市贸促会 2019年对外
联络工作的重要安排之一。

丹东市贸促会有关人士表示，

此次推介会为义乌、金华企业到丹
东开展边贸、抢占商机建立了高效
的对接平台，为推动异地企业积极
参与东北新一轮振兴发展提供了机
遇。本次活动也是丹东市贸促会拓
展贸促服务方式和渠道的一次有效
尝试，时间虽短，但推介效果明显，
宣传面广、影响巨大。

今后，丹东市贸促会将继续与
异地企业代表和兄弟贸促机构保持
密切联系，搭建经贸合作的平台，在
会议展览、信息共享、服务企业、合
作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丹
东本地企业在异地的经贸合作发挥
积极作用；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创新工作思路，突出重点工作，扩大
业内影响力，通过举办一系列经贸
活动，为丹东市的经济发展工作作
出贡献。 （李丹）

丹东市贸促会率团赴义乌、金华举办推介会

三地工商界高效对接促企业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