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14年6月份承办中东欧特色商
品展起步，到连续4年举办中东欧国家投
资贸易博览会，再到启动建设国内首个中
国—中东欧国家（17+1）经贸合作示范区，
短短几年，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宁
波在经贸、人文等方面与中东欧结下了不
解之缘，在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持续提
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地方经验，
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高度肯定。

“宁波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
贸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宁波17+1经贸
合作示范区顺利启动，也为中国其他省
市参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起到
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商务部欧洲司副司
长余元堂评价说。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宁波正加
快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专项贸
易便利化服务、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三
大平台”，努力建成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
市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和人文
交流的首选之地，促使17+1经贸合作示
范区成为服务“一带一路”的核心平台，共
迎发展的“黄金时代”。

全国中东欧商品集散地

“在今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上，波兰苹果将再次亮相，包含3个品
种，共20吨，价格也会很亲民。”这两天，
宁波帝加唯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薏
正陆续收到来自波兰的参会商品。2015

年中东欧博览会期间，陈薏和丈夫张荣
在宁波市国际会展中心首开波兰特色商
品馆，第二年又开设了罗马尼亚特色商
品馆，目前已将两国 10多类、50多种规
格款式的商品引入国内。

正是因为中东欧博览会，斯洛伐克
小伙贝京明5年内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
的“三级跳”：从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投资贸易博览会的斯洛伐克国家形象
大使，到宁波保税区鼎汇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的中东欧合伙人，再到跨界投资
开 办 语 言 培 训 教 育 机

构 。 贝 京 明

和宁波伙伴还在宁波市国际会展中心开了
斯洛伐克特色商品馆，将解酒饮料、啤酒、
保健品等产品带到宁波，再走向全国。

为有利于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并
为国内商家提供交易机会，宁波专门在国
际会展中心设立了中东欧商品常年展销中
心，目前已有 15个国家 23个特色馆入驻，
汇聚了 3000 余种特色商品；加上 1500 平
方米的中东欧16国综合展厅，这里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中东欧商品集散地。此外，宁
波还在全国开了37个进口商品直销中心，
里面设有中东欧商品展示专区；在网易考
拉平台开设了中东欧商品综合馆，多方帮
助中东欧商品开拓中国市场。

塞尔维亚的果汁、匈牙利的火腿、黑山
的威尔娜红酒……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商品
经宁波进入中国，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宁
波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宁波与中东欧
17 国贸易额达 39.9 亿美元，增长 26.8%，
占全国比重居各省市前列。

在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宁波
不断推动的众多“17+1 先行一步”政策措
施，包括成为国内首个针对中东欧国家制
定优惠政策的开放城市；搭建包括中东欧
商品常年展销中心、数字17+1经贸促进中
心、中东欧会务馆、中东欧引智工作站等在
内的10大平台，等等。

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宁波，还
借助跨境电商扩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
的双边贸易往来。5 月 20 日，中国（宁
波）—拉脱维亚跨境电子商务港湾启动仪
式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货轮缓缓出
港，搭载的是 1425 桶拉脱维亚瑞客油漆。
油漆只是开始，未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更
多中东欧国家特色产品能够更快速地直接
进入中国市场。

141个双向投资项目落地

“中心自运营以来，已累计落地项目
69 个，带动外籍就业人数为 42 人。涵盖

立陶宛、罗马尼亚、捷克等国家。”今
年 4 月份，在斯洛伐克的

一场推广活动中，中国（宁波）中东欧青
年创业创新中心总经理陈威君站上了演
讲台，“喊话”中东欧创业青年。

该中心去年6月份落户宁波市江北
区老外滩，采用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的
模式，为入驻客商提供便利化的政府公
共服务和新外贸供应链综合服务，重点
吸引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企业家、创业者和创新人
才入驻。到 2020 年争取入驻企业数量
和 入 驻 办 公 人 数 分 别 达 到 200 家 和
200人。

除了中国（宁波）中东欧青年创业创
新中心外，宁波还搭建了一系列的平台
载体吸引中东欧企业来中国投资。在慈
溪，中捷（中东欧）国际合作产业园中，捷
克户外保温箱项目、匈牙利电子魔墙项
目等正在有序推进中；在保税区，中东欧
贸易物流园继 2017 年建成投用 12000
平方米食品仓后，目前二期 8000 平方
米恒温食品仓项目设计已进入紧锣密鼓
阶段，预计 2020 年建成，这里主要为中
东欧贸易商及电商企业提供包括“海外
仓”运营、货运代理等业务于一体的全程
供应链服务。美诺华药业则联手斯洛文
尼亚最大的制药公司科尔卡，投资7000
万欧元在宁波设立了合资公司，主营业
务为医药制剂和生物制剂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对敢为天下先的甬商而言，中东欧
早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除了“引进来”
之外，他们还“走出去”。宁波均胜集团
在罗马尼亚、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设有生
产基地，向奔驰、宝马、奥迪等客户输送
汽车高端功能件，年销售额超 50 亿元。
均胜集团副总裁郭志明介绍：“我们在中
东欧布局，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技术和
成本优势。这些中东欧国家或属于欧盟
成员国，或处于‘准欧盟成员国’状态，生
产基地的产品可直接向德国、法国出口，
享受免关税政策。”

东方日升则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
亚建设光伏电站后，又拿下了罗马尼亚
3400万欧元的光伏电站项目，最近正在开
拓匈牙利市场；敏实集团在塞尔维亚投资
5000万欧元建设了汽配生产厂。最近，宁
波正争取在罗马尼亚设立首个宁波中东欧
产业园，帮助企业“抱团”走出去。

截至目前，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落地的
双向投资项目有141个，在全国领先，投
资项目涉及医药、汽配、光伏、教育、旅
游等。

与中东欧78所院校合作

过去 5 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全
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渐次铺展。除了经贸
上的互利共赢，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
人文往来也愈发紧密。

在旅游合作方面，宁波推出了“百团千
人游中东欧”产品。截至目前，输送双向旅
客超万名。在友好城市合作方面，宁波已
与中东欧国家21座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2017年11月23日，由原
文化部和宁波市共建共享的索非亚中国文
化中心开门揖客，这是中国在中东欧国家
建立的首家文化中心，内设展厅、图书馆、
多功能剧场和书画、音乐、舞蹈及厨艺培训
教室等，受众已超2万人次。

在宁波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棋局里，人
才被视为第一资源和战略资源。5 月 20
日，宁波市“一带一路”语言学院在浙江万
里学院举行第一届中俄文化交流班和第一
届捷克语特色班结业典礼，7 名俄罗斯学
生和 38 名中国学生成为该学院首批毕业
生，他们都已被宁波或者中东欧国家企业

“预订”。截至目前，宁波市高校与中东欧
16 国 78 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签署近
100 项教育合作项目，双向交流学生累计
突破500人。

亮出“一带一路”国家级名片
——写在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段琼蕾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报道:升格为国家级展会后的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
6月 8日至 6月 12日举办，同期举办的还有第 21届浙洽
会。本届博览会由斯洛伐克和立陶宛担任主宾国，吉林
省为主题省，绍兴市为魅力城市。

本届博览会展区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较去年增加
了2.5万平方米，邀请3500多家各类采购商和投资商参
会。参展国别由中东欧16国扩展到德国、法国、奥地利、
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参展商品新增智能科技、体育、家电、
环境生活、物流等板块。博览会设两大展区：国家展区

（包括中东欧国家形象展区、欧洲商品展区和国际消费品
展区）、城市与园区展区。

活动方面，共有四大系列15场次，分别为会议论坛5
项、经贸洽谈7项、贸易展览2项。商务部、海关总署、市
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与浙江省、宁波市共同举办多项
重要活动，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中
东欧国家城市市长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检验检
疫对话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中国—中
东欧国家商协会商务合作大会等。另有人文交流 1 项，
即“舌尖上的相遇——中东欧美食与浙江百县千碗”活
动，6月9日至11日在宁波市江北区老外滩举行。

本届博览会邀请 2000多名境内外嘉宾，围绕“一带
一路”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博
览会期间，将推出跨境电商中东欧国家拓市行动，发布促
进跨境电商发展政策，举行产业链、生态链双向推介，中

东欧商品体验洽谈等系列活动，加快
推 进 双 方 跨 境 合 作

进程。

今 年 6 月 8 日 至 12

日，首次升格为国家级展

会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将正式亮相宁波。为

何这个聚焦“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的国家级展

会选择宁波？

这首先得益于宁波多

年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深耕中东欧国

家市场。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先行区和标杆。在国家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浙江

省委、省政府积极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早在2014年

6 月份就在宁波承办了第

一次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同期

还举办了中东欧国家特色

商品展。结合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的现实需求，从2015年起，

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展升

格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

资贸易博览会。这是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首个以投资

贸易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

会。截至目前，宁波已连

续成功举办了4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

会、3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3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

坛和4届中国—中东欧海

关检验检疫合作对话会。

其次，宁波多年来先

行先试，不断创新，积极参与并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合作交流。去年 6月份，在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促进部长级会议上，宁波启动建设首个17+1经贸合作

示范区。一年来，在商务部、外交部等国家部委和浙江省

委、省政府领导下，宁波不断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示范区

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提出了将宁波打造成

为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与中东欧双向投资合

作、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三个首选之地的建设目标，还

出台了支持中东欧经贸合作的专项政策等配套文件。同

时，新组建了全国首个专职于中东欧合作的中东欧博览

与事务局。以中东欧博览会为核心平台，宁波还创建了

“两园两馆两中心”等系列平台载体，即中东欧工业园(中

捷产业园)、中东欧贸易物流园、中东欧商品常年馆、中东

欧会务馆、中东欧青年创业创新中心和数字17+1经贸促

进中心等。其中，中东欧商品常年馆已成为全国规模最

大、品类最全的国际商品展销平台。

再次，宁波以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契机，不

断书写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截至目前，宁波已成功引入匈

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商务机构代表处；设立国内首

个 17+1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联络处；启动建设中国(宁

波)—拉脱维亚跨境电子商务港湾、罗马尼亚境外经贸合

作园等项目。与此同时，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实现了新跨

越。2018年，宁波与中东欧17国贸易额39.9亿美元，增长

26.8%，占全国比重居各省市前列，累计双向投资项目141

个，与78所中东欧院校签署近100个合作项目，已与除希

腊外的中东欧16国多座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争取

实现中东欧17国友城全覆盖。

九万里风鹏正举。站在国家级平台的新起点上，宁

波还需继续一马当先，探路前行。宁波将以举办首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全面提升与中东

欧国家合作水平，全力服务国家和浙江省对外开放

大局。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

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从

2019年起更名为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并明确首届博览会于今

年6月8日至6月12日在宁波

举办，主办单位为浙江省人民

政府、商务部。至此，中东欧博

览会成功获批升格为国家级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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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议题丰富

运往中东欧国家的集装箱在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装箱。

（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图）

宁波市花团锦簇，迎接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召开。 丁继敏摄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优质水果吸引了宁波市民。 （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