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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的 吉 林 ， 流 金 叠 翠 ， 五 谷 飘
香。

９月１日，第十届中国―东北亚博
览会暨第八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在吉
林长春市会展中心开幕。

在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东
北亚各国代表围绕“面向未来，构建东
北亚陆海联运大通道，共促区域经贸合
作新格局”主旨，畅所欲言，共同谱写
东北亚区域繁荣发展新篇章。

东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
商缘相联。中国、朝鲜、日本、韩国、
蒙古国、俄罗斯 6 国 GDP 约占世界的五
分之一，区域内各国经济互补性强，合
作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由
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文化部、国
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辽宁省、黑龙
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朝鲜、日本、
韩国、蒙古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家级重
要商协会和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协办
的国际性展会，也是世界上唯一由东北
亚 6 国共同参与并面向全球开放的综合
性博览会。

经过不断发展，东北亚博览会已成
为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东
北亚各国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图们江
区域开发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和中国
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东北亚
合作高层论坛，成为东北亚地区国家定
期交流对话的高端平台。

本届博览会正值中国实施“一带一
路”战略之际，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务实合作，积极探寻符合东北亚各
国共同需求的契合点，努力实现东北亚
区域新一轮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成为
各国的共识。东北亚各国经贸关系不断
改善，合作不断加强，给各国人民带来
新期待。在本次博览会开幕前夕举办的
俄罗斯投资政策和州区推介会上，俄罗
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齐布尔斯基·
亚历山大·维塔利耶维奇在接受 《经济
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受卢布贬
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中
俄贸易额今年一季度出现小幅下滑，但
两国整体合作趋势是向好的，在农业等
领域的贸易额更是成倍增长。俄罗斯

“向东看”战略和远东地区超前发展区
的设立，为中俄经贸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

美国嘉吉生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非
在吉林省松原市的推介会上透露，作为
有 150 年发展历史的嘉吉集团，十分重
视在吉林省的投资。他们选址在松原经
济开发区，企业玉米加工量达到 75 万
吨，销售收入达 20 多亿元。今年，该公

司又建设 6 万吨蜡质玉米淀粉和热源厂
改造等项目，新增投资 6 亿多元，明年
将竣工投产。嘉吉集团不断增加投资，
扩大规模，主要是看好松原的投资环
境。这里成为一片投资的沃土。

东北亚博览会上，各国企业纷至沓
来，寻找合作伙伴。9月 1日，由吉林省
白山市抚松县政府主办的“人参科研新
成果系列新产品推介会暨人参产业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吉林肽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北大
医学部联手开展人参科技成果研发，从
人参中提取具有营养性和生理活性的人
参肽，并将生物活性肽应用到保健食品
和强化营养食品中，目前已成为全国最
大的人参肽和终端产品生产基地、全球
最大的人参肽原料供应商。

第十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努力创
新，亮点纷呈。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
博览会共安排展览展示面积 7.08 万平方
米，比上届增加 1.48 万平方米，9 个展
馆共安排国际标准展位 3285 个。丰田汽
车、西铁城、乐天集团、锦湖轮胎、CJ
集团等世界 500 强和跨国公司纷纷亮相
博览会。青岛海尔、中粮集团、光明集
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中国 500 强
企业竞相参展。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

改变，展会首次设立了“互联网+”科
技体验馆，吸引了大量观众亲自体验。
记者看到，一位姑娘正通过视频，实施

动态换装，挑选自己心仪的服装。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已成为中国东

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

构建陆海联运大通道 共促东北亚合作新格局
——写在第十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李己平 禹 洋

东北振兴的路径之一是扩大开放。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吉林扩大开放、走

进东北亚的最佳平台。借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东风，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从中

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升格为国

家级展会，已迎来第十届。参加展会的国

家也从东北亚 6 国（中国、朝鲜、日本、韩

国、蒙古国、俄罗斯）扩展到亚洲、欧洲、美

洲等国家，真正成为国际间开放互信、共

谋发展、互利共赢的平台。用好这个平

台，成为每个国家的共识和努力的目标。

借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这个平台，吉

林省发挥地理优势，扩大招商引资和互市

贸易，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作为吉林省

对外开放的窗口，延边州珲春市大打对外

开放牌，建设外向型的六大产业基地。他

们“无中生有”发展海产品加工业，建起国

内一流的加工车间，产品顺利打入欧盟、

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珲春市在全省

经济下滑中逆市上扬，从经济欠发达城市

变身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总结珲春

的经验，就是看准东北亚各国合作的大方

向，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挖掘并放

大本地优势，拼出一片新天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开放是发

展的必由之路，东北亚地区有着无限的

发展空间。本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顺

势而为，增加了“互联网+”“推进国际

产能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必将取得

更大发展成果。

开放 互利 共赢
李己平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这是我近一个多月来第四次带商务
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商务接洽活动。我非
常看好蒙古国与中国的合作商机。”蒙古
国工商会主席巴·拉瓦格扎布在第十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对《经济日报》记
者如是说。巴·拉瓦格扎布表示，中国提
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倡议，
是促进两国合作乃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
新机遇。

巴·拉瓦格扎布表示，在全球经济复
苏进程缓慢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了
长期稳定发展，这对东北亚地区合作来说
是一针“强心剂”。蒙古国希望抓住东北
亚合作深入发展的机遇，利用自身的区位
和资源优势，以东北亚合作机制为依托，
促进本国与东北亚域内外国家的交流与
合作。

中国目前是蒙古国最大的外商投资
国，投资占比近 40%。蒙古国拥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矿业和畜牧业是中蒙两国
的传统合作领域。“蒙中两国在矿产资源
开发领域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
的合作，正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一部分。
蒙古国希望借此提升两国产能合作的水
平，利用中国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
势，帮助蒙古国矿业和其他能源产业实
现升级发展。”

据巴·拉瓦格扎布介绍，为吸引外商
投资，蒙古国即将颁布发展政策规划，
为投资蒙古国的机构和企业提供稳定的
政治经济环境和相关法律保障。“蒙古国
2011 年 GDP 增幅达到 17%的历史最高
水平，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外商在蒙
古投资总额约 4 亿美元的矿业项目的拉

动。”巴·拉瓦格扎布说，蒙中两国边境
贸易近年来蓬勃发展，下一步，蒙古国
希望以边境贸易为基础，扩大蒙中经贸
合作的领域，向中国出口更多商品，同
时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蒙古国投资建
厂，参与到蒙古国农业、商业和公共服
务业的发展中。

今年 7 月，中俄蒙 3 国政府签署了中
俄蒙中期合作路线图，共建中俄蒙经济走
廊。“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俄罗斯
的远东跨越式发展区战略和蒙古国的‘草
原之路’战略相结合，将形成覆盖全球
36%陆地的经济走廊，是巨大的市场。”
巴·拉瓦格扎布认为，蒙古国、中国、俄罗
斯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国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能够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 3 国间的经

贸往来，同时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巴·拉瓦格扎布指出，基础设施是推

动蒙中俄 3 国合作和经济走廊建设的重
要领域。为进一步促进相互经贸往来，蒙
古国计划建设全长 997 公里，北接俄罗
斯、南连中国的高速公路。“便捷的交通网
是合作的基础，能够提供便利的物流运输
和人员交流途径，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和
俄罗斯企业对蒙古国物流、基础设施、矿
业、农牧业领域的大型项目投资，同时也
将方便货物出口。”

本届博览会期间，除了继续拓展矿
业、农牧业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外，巴·拉瓦
格扎布还带来了一个新项目——“亚洲之
宝”旅游线路，希望结合中俄蒙 3 国的优
质旅游资源，打造一条连接 3 国的旅游线
路，吸引国际游客。

依托东北亚合作机制扩大开放
——访蒙古国工商会主席巴·拉瓦格扎布

本报记者 禹 洋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
前景令人担忧，世界经济
发展动力不足。很多经济
学家认为，我们已不能期
待世界经济像过去那样高
速增长。但我认为，越是
在 这 样 充 满 挑 战 的 时 期 ，
我们越要增强国家间的合
作，分享新的创意，共同
寻求新的增长点。”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贸易投资室
室长李仁浩在 9 月 1 日上午
举行的第八届东北亚合作
高层论坛上表示。本届论
坛以“面向未来，构建东
北亚陆海联运大通道，共
促 区 域 经 贸 合 作 新 格 局 ”
为主题，来自东北亚各国
以及奥地利、爱尔兰等国
的 28 位嘉宾各抒己见，就
推动东北亚合作提出建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房爱
卿在致辞中说，东北亚区域
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层次不
断拓展，形成了多层次、宽
领域的合作架构。加强合作
不仅有助于东北亚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各国更
好地应对经济领域的各种
挑战。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部长
拉·布尔玛对构建东北亚陆
海联运大通道的倡议表示赞
同。“建设区域合作、扩大
贸易流通、增加出口市场和
出海通道具有重要经济意
义。”她说，蒙古国正通过
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合理的
经济结构拉动本国经济增
长，增加具有本国特色和优
势、拥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对经济非常重要。东北亚陆海联运大通道建设
能够极大地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贸易、运输便
利化。

在各国的推动下，东北亚区域合作近年来有了更多
实实在在的内容，中韩自贸协定的成功签署、“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与蒙古国“草原之路”战略和俄罗斯远
东跨越式发展区战略的有效衔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
紧推进，都为东北亚各国务实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

“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和合作机制，是各国提升贸易
规模的好兆头。”李仁浩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合作共建，将亚洲和欧洲大陆联通成一个庞大的经
济圈。“东北亚各国大都是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应该
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发掘合
作项目、打破贸易壁垒、共同推动东北亚国家成为今后
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他说。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方兴未艾，全球贸易和地
区贸易扩大的最大动力依旧是贸易便利化。来自非洲的
参会嘉宾、马拉维议会第一副议长埃斯特·奇兰杰对此深
有体会：“马拉维和中国签订了协议，97%的马拉维商品
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极大地便利了两国贸易往来。”

奥地利司法事务委员会主席苏珊娜·库尔茨则从供
应链的角度阐述了贸易便利化。她指出，与北美和欧洲
国家相比，亚洲的供应链相对分散，出口结构比较复
杂，一些商品向部分国家的出口可能遇到问题，因此更
需要有完善的合作机制来保障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她
认为，保护进出口货物的自由流动是合作的重中之重。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如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致辞中所说，东北亚各国
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经济互补性强，有着广阔的合作
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会嘉宾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也将为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合作规划提供参考。

以邻为伴

创造增长新动力

—
—第八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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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十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主会场。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在东北亚博览会展台前，参观者与工作人员进行交

谈。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展区内展示的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生产的高铁新车型

CRH5和380B高铁车。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广东新节奏智能科技公司展示的一款新产品，顾客

可以通过它定制服装款式。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俄罗斯展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和采购商。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首届中国吉林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圆桌

会议上，来自中俄两国的学者、企业界代表就“一带一

路”、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和中俄投资存在的问题等话

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