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对接需求

推进经贸合作
江苏：资本“走出去”商品“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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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个推动全方位开放
的重要平台，江苏组建了庞大的参会团队，全面迎接这场
进口与竞争的盛宴。”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周常青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江苏省早在 6 月初便组建
了包含 13 个设区市、省属企业、南京江北新区和苏州工
业园区等的 16 个交易分团，并制定了招商行动方案，形
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
目前，
江苏交易团已经吸引了 2 万家企业和机构、
5万
多名专业观众报名参会，
将重点围绕智能制造、
服务贸易、
品质消费、
医药医疗等产业和消费升级重点领域开展贸易
对接、
促进成交。
江苏很多企业家表示，进博会不仅可以开拓眼界，看
到自身与国际先进之间的差距，还可以把国际先进装备、
理念、技术引入国内，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一方面积极观展，另一方面持续引进高端智能装
备，要主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自我提升并更多地参与到
国际竞争中去。”江苏舜天集团副总经理郜红说。

山东：边参展边交流学习先进经验

②

③

图 ① 首列“兰州号”国际进口木
材 专 列 抵 达 兰 州 新 区 ，标 志 着 兰 州 新
区中欧班列进口木材专列实现常态化
运行。
（资料图片）
图 ② 青岛利用“走出去”与“引进
来”打造中国“品牌之都”。图为“复兴
号”高速列车组在中车四方生产车间内
组装。
（新华社发）
图 ③ 四川交易团成员红旗超市
的支付宝刷脸系统。
（新华社发）

湖北：前期对接帮助企业“配对”
湖北省积极组织交易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目前，湖北交易团有参会单位 2073 家，注册参会人
员 4087 人。其中，未来 5 年采购意向金额超过 1 亿元人
民币的企业有 268 家。
“从行业来看，湖北交易团参加企业涉及 19 个行业，
覆盖本次进博会涉及的七大类别。其中，消费电子及家
电、食品及农产品、服务贸易类企业更具优势。”湖北省商
务厅厅长秦军表示，湖北省交易团筹备工作重心已转向
推进贸易撮合及活动组织方面。
目前，湖北省正通过多种形式组织企业与参展商开
展前期对接，包括组织两批日用消费品和医疗器械领域
重点企业参加进博会筹委会、进口博览局联合举办的专
场对接活动。积极与各国驻华办事机构联系，有针对性
地组织外方参展企业与全省采购商对接，目前已与澳大
利亚、韩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驻华领事馆开展交流沟通，
筹备了多个专项对接会，后续还将与日本、荷兰等国开展

展前贸易成交撮合。
据悉，本次湖北交易团有望在进博会上拿下“大单”：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有望签订 1 亿美元采购大
单；东风本田汽车公司未来 3 年的采购额约为 150 亿元
人民币。
“当前，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进口水果、肉类
等生鲜食品需求与日俱增，供需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武汉金宇综合保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华军告诉记
者，进博会搭建了大型中外合作交流平台，企业可以集中
与优质国外供应商对接，合作洽谈更为高效便捷，对降低
成本，推动产业升级作用明显。
推进与北欧经贸合作将是湖北交易团在本届进博会
上的工作重点。通过筛选匹配，湖北已明确相关市州对
接 55 家北欧参展商，筛选出 64 家进口量在 20 万美元以
上的企业与北欧企业对接。
文/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周晶晶

甘肃：优质进口推进动能转换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宽广，将为我们打开
一个向世界学习、推进思想解放的窗口，也向国外企业提
供了了解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甘肃省商务厅厅长张应
华说，甘肃省将利用好这个平台，扩大先进设备及消费品
进口，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促进消
费转型升级。
在此次进博会上，甘肃交易团已有报名登记单位
514 家，其中企业 353 家，包括内贸企业 147 家、外贸企业
206 家。
“ 甘肃外贸进口主要集中在加工原料进口，要重
点对接好几大外贸公司，做好进口企业结构与商品结构
的调整。”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任福康表示，甘肃将着眼
于高质量发展需要，鼓励参会企业多进口先进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多进口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促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金川集团是甘肃省大型企业，
金川集团是甘肃省大型企业
，也是中国有色金属行
业骨干企业。
业骨干企业
。 在此次进博会上
在此次进博会上，
，金川集团计划采购镍精
矿 、铜精矿
铜精矿、
、电铜等大宗原料及部分先进装备
电铜等大宗原料及部分先进装备，
，预计签约

“江苏原来是资本‘引进来’，商品‘卖出去’，现在要
资本‘走出去’，商品‘买进来’。”苏宁易购副总裁王哲表
示，在进博会上，苏宁将邀请 14 家国外客户企业参展。
同时，公司还将以进博会为契机，在未来 3 年采购价值
100 亿欧元以上的国外商品，引进 1000 余种进口产品入
驻旗下电商平台，包括 3C 电子、母婴用品、服装等消费类
产品，版权、设计、赛事等服务贸易产品，以及高端物流等
自用设备，填补国内市场销售空白。
为帮助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江苏交易团还紧扣“精
准”二字，多方施策，扎实做好各项成交促进工作。
“ 我们
在强化扶持政策、改善金融服务、加强风险防范、降低进
口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做了不少
功课，进一步调动企业进口的积极性。”周常青表示，交易
团专门为采购商编写了服务手册，组织了翻译志愿者；金
融机构将提供进口授信支持、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助力
采购商与境外展商顺利达成合作。
文/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宽广，将为我们带来
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和先进的理念，也为我们打开一
个向世界先进技术学习、推进思想解放的窗口。利用好
这个平台，放大进博会效应，加强与国外参展企业的洽
谈、对接与合作，扩大先进设备及消费品进口，对山东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促进消费转型升
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王洪平介
绍 说 ，山 东 交 易 团 共 有 注 册 单 位 8654 家 ，报 名 人 数
16352 人。
在筹备过程中，山东采购团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建
立“条块合力，多方推动”的采购组团模式，山东省交易团
共组建 31 个采购分团，包括 16 个市采购分团和 15 个省
直分团；二是参加企业范围广，围绕进博会商业展设立的
七大展区重点组织 7000 多家省内生产制造、外贸进口、
商贸流通、服务贸易、餐饮和电子商务企业注册报名；三
是优化报名企业结构，根据企业和山东省经济发展需求，

确定各类企业名单。
据了解，山东将聚焦本次大会主题，策划配套系列活
动。着眼提升参展附加值，促进签约成交这一参会目标，
山东按照“1+17”的框架，拟定了 18 项活动。
“1”是以“至
诚山东——新产品新贸易新未来”为主题的“跨国公司选
择山东新品发布会暨进口签约仪式”现场活动；
“17”是
以“跨国公司领导人山东行”为主题的 17 个非现场配套
活动，由各市分团主办。
“进口博览会不仅是贸易盛会，更是生产制造企业了
解世界产业、技术发展最新动态和趋势，对标学习世界先
进，扩大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将组织行业协
会和企业代表边参展边交流，利用这次‘家门口’的学习
机会，通过对标世界先进，研讨学习标杆企业在技术创
新、研发设计、品牌培育、市场影响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打造行业发展新动能。”山东省经信委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处长孟繁华说。
文/本报记者 王金虎

四川：着力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
四川是西部经济大省、消费大省。对四川而言，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有助于扩大四川商品和服务进
口，提升“四川创”
“ 四川造”竞争力。为此，在进博会期
间，四川省将突出围绕展示自身形象、企业形象和西部开
放高地形象，策划体现四川元素的重大活动，助推四川全
面开发开放特别是南向开放合作，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大循环和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了更好地对接需求，四川省成立了四川交易团和
22 个交易分团（省国资委+21 个市州政府），采购重点涉
及智能和高端制造、日用消费品、服务等多个领域。
“对参展企业而言，这是一次扩展视野、加快‘引进
来’和‘走出去’步伐的好机会。”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裁刘运强说，通过与世界知名酒企
展开业务合作，公司可以丰富产品种类，增加进口量。
中非网是国内唯一的中非跨境电商平台，可以为跨

国贸易双方提供在线支付、在线外汇结算、在线电子报关
等服务。中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志刚认为，跨
境支付、外汇审结、货物通关是制约国际贸易的痛点和难
点。在进博会上，除了与塞内加尔出口促进署签约外，中
非网还将对接中非企业，了解企业关心的问题，让买家和
卖家通过中非网这个平台实现更好的匹配。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小平介绍
说，公司将在进博会期间与来自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企
业签署采购协议。未来 5 年，红旗连锁将采购价值 20 亿
元人民币以上的进口商品。
“ 成都与世界的距离看似很
远，实则很近。进口奶粉、啤酒、日化用品在我们的连锁
超市里都能找到，成都、四川的土特产也通过我们的网络
销售平台走向世界。随着消费升级，我们也要通过更多
超市、电子货架来满足大伙儿的需求。”李小平说。
文/本报记者 刘 畅

金额 92 亿元人民币
亿元人民币。
。
“ 进博会是中国首次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博览会，国内企业通过此次盛会可以深度参与
全球采购供应链构建，丰富采购来源，降低采购成本。”金
川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得信表示，通过采购大
宗原料，可以丰富原料来源，降低采购成本，提升原料保
障水平；通过采购先进装备和技术服务，可以提升集团装
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益。
位于兰州市红古区的方大炭素公司近年来抢抓国际
市场机遇，企业电极出口已经由中小规格、精炼炉用电极
为主的阶段向超大规格、电炉用电极迈进，成为国际市场
电炉用电极主流供应商。
“公司把进博会视作发展业务、
拓
展国际合作空间的难得机遇和绝佳舞台。”方大炭素公司
副总经理李晶表示，通过本次进博会，企业可以同国际供
货商面对面交流，了解进口原料的市场走向，深入挖掘降
成本空间，力争在降低原料采购成本上有所斩获，进一步
提升企业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
文/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④
图④ 武汉海关监管查验中欧（武汉）班列进
口货物。
袁 剑摄
图⑤ 江苏省海门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图
为南通泰利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使用气压助力
臂开展脱膜作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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