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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 2020年，AIPPI（国际保护
知识产权协会）官网的倒计时牌上，
带有“杭州”字样的会标分外醒目，
众所期待的2020年AIPPI杭州世界
知识产权大会（以下简称“2020 杭
州大会”）越来越近了。

本届大会将于 10月 11日至 14
日在杭州举办，会期 4 天，拟以“数
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为主题。这将是AIPPI 成立 123 年
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预计国外
参会人数将超过 1500人，极有可能
创下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历届参会人
数的新高，也将创下在杭国际会议
参会国家和地区数量之最。杭州将
利用主场办会优势，宣传和展示中
国保护知识产权及创新开放发展成
果，全面呈现杭州联通世界的开放
姿态。

对接行业盛会
大力宣传杭州大会

经国务院批准，杭州于 2012年

成功申办 2020 年 AIPPI 大会。在
杭州市贸促会的牵头下，杭州在
2019 年 AIPPI 伦敦大会正式接过

“交接棒”，让 AIPPI 大会进入“杭
州时间”。按照 AIPPI 和 AIPPI 中
国分会要求，杭州大会宣传工作已
于 2018 年全面启动，先后在第九
届、第十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
2018年、2019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
节，2018 年 AIPPI 坎昆世界知识产
权 大 会 、2019 国 际 商 标 协 会
（INTA）第 141 届（美国波士顿）年
会、2019 年 AIPPI 伦敦世界知识产
权大会、2019 年亚洲知识产权论
坛、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法
律论坛进行杭州大会和杭州城市
宣传。

在 AIPPI 伦敦大会期间，赴英
参会的杭州代表团与中国贸促会和
AIPPI举行了三方会议。在去年 12
月 5日至 6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九届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上，2020年
AIPPI杭州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也成

为一大焦点。赴港参会的杭州市贸
促会代表团在论坛期间与AIPPI第
一副秘书长蔡晓婷会面座谈，就
2020年AIPPI杭州世界知识产权大
会的相关工作进行沟通。杭州市贸
促会代表团成员还认真观摩论坛注
册区、展览展示区、各类论坛会议场
所，学习会场布置、议程安排和会议
现场组织等，为 10 月在杭州举办
2020年AIPPI杭州世界知识产权大
会提供借鉴。代表团充分利用
AIPPI在第九届亚洲知识产权营商
论坛设置的展位，发放 2020年杭州
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宣传品，大力宣
传推介杭州及杭州大会。

进入 2020 年，在 AIPPI 杭州世
界知识产权大会开幕前夕，“杭州大
会”还将走入新加坡、去往美国等国
家，参加分别于4月和5月举行的国
际商标协会（INTA）2020年年会和
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AIPLA）
2020 年春季会议等一系列知识产
权类国际会议，利用行业盛会平台

宣传推介杭州大会和杭州的活动。

高规格办会 愈加彰显国际范

杭州市贸促会按照中国贸促会
会长高燕的要求，“努力把 2020 年
杭州大会办成一届高规格、专业化、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盛会”，明确主办
单位、承办单位、执行运作单位的组
织架构以及各成员单位承担的任务
和责任分工。在中国贸促会、AIPPI
和 AIPPI 中国分会的指导和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杭州成立了由杭
州市贸促会牵头的2020年AIPPI杭
州世界知识产权大会杭州方面前期
工作筹备小组。杭州市贸促会还派
员赴北京拜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
鹏起，汇报 2020 年 AIPPI 杭州世界
知识产权大会筹备工作进展等，并
进行工作对接。杭州市贸促会积极
与 AIPPI 及中国分会进行信息沟
通，及时跟进相关情况，做好场地确
定和活动策划信息反馈，在大会各
个环节的设计中体现中国特色、杭

州韵味，制定任务表和时间表，确保
大会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有序推
进。杭州方面将在中国贸促会的指
导和支持下，继续扩大杭州大会和
杭州城市宣传；主动对接确定 2020
年AIPPI杭州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各
项安排，确保大会在杭成功举办。

目前，2020 年 AIPPI 杭州世界
知识产权大会的会议场地、配套活
动场地等已经基本确定，会议流程、
文化之夜等配套活动等正有序推进
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座拥有
西湖、大运河、良渚文化三项世界遗
产的城市，杭州在会议筹备过程中
重点突出杭州城市形象和文化底
蕴，旨在通过这一次高端国际性会
议，让更多的国际友人遇见杭州、了
解杭州、爱上杭州，让杭州在世界经
济领域和文化舞台上深深扎根，助
力杭企面向全球“发声”，在全球范
围内宣传推广杭企品牌形象，提升
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力。

（杭贸）

杭州高规格筹办国际盛会
2020年AIPPI杭州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将于10月在杭州举行

近日，辽宁国际商会企业家座
谈会在沈阳举办。辽宁省贸促会党
组书记、会长庞宝国参加会议并致
辞，党组成员、副会长郑义主持会
议。沈阳特变电工、禾丰牧业、新松
机器人、沈阳鼓风机、省轻工设计院
等 23 家辽宁国际商会会员企业负
责人参会。

庞宝国在致辞中介绍了国际商
会、中国国际商会和辽宁国际商会
情况。他说，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家
都是省内的优秀代表，所在企业都
是服务辽宁省打造对外开放前沿的
中坚力量，举办此次企业家座谈会，

主要是为了坚持服务企业宗旨，向
企业家们征求意见建议，建立联系，
搭建平台，形成共识，促进合作，充
分发挥辽宁国际商会作用，把辽宁
省贸促会《服务企业 10 条措施》更
好地落到实处，并就中国国际商会
辽宁商会第四届暨辽宁国际商会第
一届会员大会工作进行通报。

座谈会上，企业家们发言踊跃，
讨论热烈，达成五点共识。一是要
为辽宁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积极
作贡献。聚焦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度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紧
密围绕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

区、中国—中东欧“17+1”经贸合作
示范区、东北亚经贸合作先行区建
设开展工作，通过企业自身的不断
发展壮大，助力辽宁省打造对外开
放新前沿、加快构建“一体两翼”对
外开放新格局。二是要勇于实践，
不负新时代。2020 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辽宁省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军企
业将紧跟时代步伐，把握历史机遇，
为辽宁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作出新贡
献。三是要扬长补短，自主创新。
紧密结合东北全方位振兴的实际，
与会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传统技术改

造，坚持自主创新，补齐短板，不断
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四是要抱团
发展，聚指成拳。辽宁国际商会的
会员企业，要相互学习借鉴，借助
辽宁国际商会平台和辽宁省贸促
工作五大优势，把活力变为合力，
把合力变为实力，共同走出去。五
是要贡献力量，服务发展。辽宁行
业领军企业，要在辽宁国际商会的
带领下，为更多的辽宁省外向型企
业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携手同行，
同时要献计献策，共同打造优质合
作平台。

（辽贸）

辽宁国际商会企业家座谈会达成五点共识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
与巴西的贸易投资合作, 巴西商
业领袖组织中国分会组织企业家
代表团近日访问深圳，该组织首
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带队，代表
团成员主要来自金融、农业、制造
业、科技等领域，希望学习借鉴深
圳市企业发展的经验，开展企业
对接洽谈和实地走访，寻找合作
机会。深圳市贸促委部门负责人
接待来宾并进行座谈。

深圳贸促委国际联络部负责
人介绍，深圳现正着力于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
点发展数字经济和高端通讯行
业，非常契合此次代表团一行来
访目的，希望深圳与巴西在高新
技术方面有更密切的合作。

何塞·里卡多表示，希望此次
代表团的来访能为中巴两国的新
商业创造交流机会。巴西银行总
经理弗拉西斯科·奥古斯多表示，
这是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和深
圳，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和快
速发展历史感到震撼，希望借机多
参观考察深圳的优秀企业。

本报讯 应巴拿马贸工农商
会、阿根廷亚太商会邀请，日前，江
苏省贸促会副会长丛苏峰率江苏
省经贸促进代表团赴巴拿马并顺
访阿根廷，拓展江苏省贸促会与两
国经济商务部门、贸易投资促进机
构和商协会的联系往来，实地了解
两国投资环境、产业需求和投资政
策，推介江苏省投资贸易合作环境
和重大经贸活动。

在巴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科隆
自由贸易区、太平洋经济特区，并
与巴拿马经济商务部门和巴拿马
华人工商总会、巴拿马中华总会等
商协会进行了交流对接。丛苏峰
表示，江苏省贸促会将积极支持江
苏企业赴巴拿马投资，同时愿为巴

拿马优质商品进入江苏市场提供
服务。

在阿根廷，代表团拜访了阿根
廷亚太商会，阿根廷—中国生产、
工业和贸易商会，阿中投资贸易促
进会，就加强贸易活动推广、促进
企业间交流、推动相关项目合作等
开展深入交流。丛苏峰代表江苏
省贸促会与阿根廷亚太商会签署
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联合举办中国（江苏）—阿
根廷经贸合作洽谈会，来自钢铁、
食品、农产品、物流、建筑等行业的
近50家阿方企业与代表团企业开
展了一对一对接洽谈，多个意向将
进一步调研对接。

（苏贸）

本报讯 为促进河南省贸促会
与省委政研室在外经贸领域共同开
展调研工作，河南省贸促会会长梁
杰一近日率队赴省委政研室对接调
研工作，双方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开
展调研工作进行了对接。

梁杰一对调研工作的开展情
况，贸促会在企业方面的资源优势、
对外联络的渠道优势等进行了介
绍。他表示，希望发挥贸促会的优
势，为协同开展调研，提供更好的平
台和资源，也希望贸促会能利用此
次机会为河南省对外开放、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实现河南省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贡献实践和理论经验。
河南省委政研室副巡视员姜

山清介绍了省委政研室近几年的
调研情况以及现有的主要调研方
式。他表示，非常欣喜地看到贸
促会拥有大量的企业会员资源、
畅通的国际渠道，这为政研室深
入基层、走出去、获取第一手资
料、倾听企业的心声提供了难得
的平台和机遇。非常希望与河南
省贸促会建立长效的、实际的、各
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创新，
做好政研工作，为河南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服务。 （豫贸）

本报讯 日前，沈阳市贸促
会会长赵凯会见来沈访问的日本
富山县大连事务所所长桐正光以
及将于3月份上任的新任所长川
村祥生一行，双方围绕明年进一
步深化合作，共同推进沈阳与富
山的经贸往来及友好交流等事宜
交换了意见。

赵凯表示，桐正光就任两年
来，为促进富山与沈阳的友好往来
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感谢桐
正光对沈阳市贸促会工作的大力
支持。沈阳市贸促会期待能与富
山县大连事务所继续保持良好合
作，采取包括邀请和组织企业团体
互访、互相支持对方举办的经贸活
动在内的多种形式，共同促进经贸
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

桐正光表示，感谢沈阳贸促
会长期以来对富山县大连事务所
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在今年10月
富山县工业技术制造产品综合展
览会的举办过程中，沈阳贸促会
不仅组织了高质量的企业展团参
加，还派员到展会事务局参与展
会组织工作，为展会的顺利举办
带来了很大帮助。

川村祥生表示，未来将首先从
加强双方人员往来着手，不断扩大
经贸、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和多
层面的交流。辽宁与日本富山拥
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他希望能与沈
阳市贸促会不断深化友谊，共同推
动双方交流合作。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近年来，海南省贸促
会大力推行互联网+商事认证的
模式，进一步规范并简化商事认证
业务申办流程，实行“不见面办
公”。通过在线申报、在线审批、档
案电子化管理、邮寄取证等服务，
确保企业享受快速、便捷、高效、优
质的服务。

长期以来，企业办完商事认证
业务，后续缴费和打印发票仍需要
到贸促会办证窗口办理，造成了企
业“多跑路”，该问题成了商事认证
业务真正实现“不见面办公”的“最
后一公里”。

为彻底打通商事认证“不见面
办公”的“最后一公里”，海南省贸
促会梳理现有的商事认证业务流
程和缴费流程，委托网络科技公司
依托海南贸促微信公众号开发贸

促会商事认证业务在线缴费系
统。企业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海
南贸促微信公众号，进入商事认证
业务在线缴费系统后，依据系统提
示输入相关信息，便能够实现商事
认证业务网上缴费和自主打印电
子发票，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商事认
证缴费。

商事认证业务在线缴费系统
上线后，企业享受到了办理商事认
证业务完全“不跑路”的实惠，极大
节约了企业成本，提高了工作效
率。与此同时，系统提供后台订单
管理、用户管理、退款管理、发票推
送、数据报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
了商事认证规范化管理水平，更加
有力地保障了商事认证服务的优
质、高效、便捷。

（琼贸）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贸促会
会长方利旭会见广东国际商会副
会长单位深圳潮汕商会会长、华人
华侨产业交易会（以下简称：“侨交
会”）组委会主席郑汉明一行，双方
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达成共识，并就
具体展会合作事宜进行交流座谈。

方利旭肯定了侨交会的办展
理念和未来发展方向，对专业展
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尤其是马来
西亚、越南、泰国市场表示看好。
他表示，广东省贸促会/国际商会
将全力支持侨交会境内外展，积
极动员商会企业参展。希望未来
双方紧密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更
好地服务广大企业，期待把展会

打造成知名品牌，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

郑汉明表示，广州、深圳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核心城市，发展
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具备国
际商贸中心枢纽功能，侨交会立足
深圳，布局广州，能够充分整合两
地优势资源，打造高质量的品牌展
会。他诚邀广东省贸促会/国际商
会作为侨交会指导单位，组织相关
单位、社团和企业参展观展，通过
展会平台接洽商机。

座谈会后，广东省贸促会见证
侨交会集团在广州新设立的广东
广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粤贸）

本报讯 由福建省贸促会作为
指导单位，泉州市和南安市贸促会
参与协办的第四届中国（南安）泛家
居主题活动周日前在泉州市举办。
美的置业集团智慧生活研究院、美
家智能科技、建筑产品研究院等相
关领域专家应邀参加活动，福建省
贸促会副会长陈扬莅会并讲话。

本届泛家居主题活动周以“绿
色、跨界、创新、赋能”为主题，以创
造新商机、新合作为抓手，以构建区
域标杆品牌为主线，以构建中国家
居建材新高地为目标，围绕“1315”
活动（1 场换届大会、3 个战略发布
会、1场博览会、5个配套活动）打造
活动周新亮点。

选举产生第二届南安市海丝泛
家居产业联合会，作为“泛家居”模
式的引领者，下设石材、陶瓷、家私、
水暖厨卫、电子安防、软装用品、装
饰设计、房地产和异地建材市场、物
流服务、智能智造等十大专委会，目
前已有域内外千家企业加盟，并升
格为福建省泛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活动期间，举办泛家居联盟双品牌、
全球建材集中采购战略、泛家居赋
能乡村振兴战略 3 个发布会，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集聚泛家居项目
朋友圈及南安华侨、商会、联谊会等
资源，围绕新兴市场、新消费形式，
就泛家居全球合作模式、泛家居全
球合作发展路径等发布战略，首度

吹响“泛家居全球行”号角。举办第
二届中国·南安海丝泛家居产业博
览会，以“绿色、跨界、创新、赋能”为
主题，设置标准展位 1200 个，特别
规划陶瓷和家具两大主题展区，展
出面积3万平方米，涵盖陶瓷卫浴、
现代家具、欧式家居、红木家具门
窗、全屋定制、智能家居以及泛家居
创新建材体验区，邀请印尼、约旦、
印度、澳大利亚、肯尼亚等 30 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商会、家
居行业商会代表、制造及流通行业
的企业家莅会参观，进行商务合作、
项目对接。智能家居发展论坛、泛
家居乡村振兴论坛、家居建材装配
技巧分享论坛、企业战略营销管理

分享论坛、设计师论坛 5 场极具引
导性及对标服务的论坛交流、对接
采购活动，多维度为泛家居产业导
入智慧观点、务实资源。

据泉州市贸促会和南安市贸促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集信息发
布、产品展示、设计交流、经贸合作
为一体的泛家居产业重要平台——
泛家居主题活动周已经成功举办三
届。通过 3 年多的磨合打造，南安
泛家居项目已经形成以企业品牌为
主的“泛家臻品”和联盟新创集体品
牌“泛家诚品”双品牌战略路线，国
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市场份额
得到了充分扩展。

（李贞一 田宏）

泉州南安举办泛家居主题活动周

江苏省贸促会组团出访巴拿马和阿根廷

河南省贸促会与省委政研室对接调研工作

广东省贸促会加强同会员单位交流

海南省贸促会推出商事认证业务在线缴费系统

作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山东省临沂市积极发展现代大型智慧物流园项目，目前，占地200亩的临沂国际陆
港智慧物流园一期已建成投运。该物流园通过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快件分拣效率和
准确率大幅提高。图为在临沂国际陆港智慧物流园，工作人员对快件进行进一步扫描。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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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黑龙江省贸促
会巡视员李海红带队访问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代表团
在 11 天内赴 3 个国家，共在 3 场会
议期间进行推介，参加10场经贸讲
坛和会议，5次考察调研活动；考察
和调研了巴拿马Cocoli物流走廊，
参观了瓦卡蒙特物流园、科隆自贸

区Blu物流园、华为墨西哥公司；深
入了解三国在投资、税率、融资成
本、用工、设备进行出口关税，投资
预算等方面的情况。

李海红在参加会议时就黑龙江
省现代农业及绿色食品、畜牧业、能
源化工及矿业开发、生物医药、招商
招展及文化旅游等情况进行了推

介，并与阿根廷亚太商会签署了《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
员会与阿根廷亚太商会合作协
议》。李海红还与墨西哥前驻华大
使李子文就中墨投资情况进行了交
流，并介绍黑龙江省省情和哈洽会
情况。

（黑贸）

黑龙江省贸促会组团访问拉美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