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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厦洽会”)吸引了海内外客商参与，不少台商纷纷借此机会来到展馆寻商机。作为厦洽会的熟客，厦门市台

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今年厦洽会围绕“一带一路”商机，带来了众多招商引资的项目，对于台商来说，也是一次寻求合作及开拓海外市场的机会。

他说：“今年我十分关注金融业、互联网产业及大健康产业，这些产业当下成长十分快速，也有很多市场领域可以挖掘，值得台商来好好规划。”

台协搭建平台 对接大陆商机

9 月 8 日一早，吴家莹便来

到厦洽会现场，他认为今年的厦

洽会办得非常精致且紧扣时代

主题。“今年的厦洽会紧紧围绕

拓展‘一带一路’商机的主题，又

重点突出了‘丝路海运’，非常契

合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同

时也体现福建作为‘丝路海运’

的起点，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1998 年，吴家莹来到厦门投

资兴业。谈及厦门招商环境，吴

家莹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特别

是厦门营商环境硬件设施的改

善、各项服务的提升，让他感受

到了厦门对企业发展的重视。

“我所经营的企业也随着厦门投

资环境的提升，得以不断地增资

扩产，这得益于有关部门对产业

的扶持，以及对企业的重视，透

明、公平、公开的营商环境，让每

一个专心经营企业的投资者都

能在厦门成长。”

作为厦门市台商协会的大

家长，吴家莹坦言，很多台资企

业来大陆发展也有二三十年

了，如今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

题。如何助力台资企业转型升

级也是厦门台协一直努力的事

情，为此，他们积极搭建平台，

为台商对接大陆市场商机。“我

们专门成立了转型升级科技委

员会、产品营销委员会、‘一带

一路’委员会，通过研究厦门产

业辅导政策、组织企业赴日本

丰田等地学习、开发‘台商在厦

门’小程序等，搭建全方位的平

台来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目前

看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有些

企业已经从中获益。”吴家莹

说，“未来我们还考虑设立‘企

业转型基金’，成立台商银行，

解决企业转型中的资金需求。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部门也

在积极推出相关政策，支持传

统行业突破创新，希望未来能

出台更多的细则助力台企发

展。”

跨境电商火热 台青货物有市场

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

区的展位，吸引了台青驻足观

望，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以及跨境

通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大

家纷纷向工作人员了解跨境电

商的相关情况。厦门海投跨境通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陈正洁表示，近年来，跨境电商

已经成为台青创业的热门项目，

从事这一行业的台青逐年增多。

“目前台青在跨境电商方面主要

从事化妆品、食品、生物科技产

品等贸易。”陈正洁说。

跨境电商为何备受台青青

睐？陈正洁解释说，比起一般贸

易，跨境电商所需的手续和流程

更加简便，在材料齐全的情况

下，只需要一天时间产品就能出

库，可以为台青节省大量的时间

成本。此外，跨境电商也是台青

初创试水的好平台，厦门自贸片

区跨境电商产业园相关负责人

表示，许多台青在“登陆”之前，

先通过跨境电商试水，借此调研

市场喜好，调整创业方向。今年

年初，来自台湾的一款化妆品品

牌通过一般贸易进口方式，进入

了大陆市场，该品牌正是通过跨

境电商与大陆的消费者有了初

步的接触，借此在厦门设立了公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台商盼有更多机会

在第十四届两岸经贸合作

与发展论坛上，海霆国际物流集

团董事长、台湾物流工会理事

长、全国台企联常务理事戴治中

分享了他在大陆发展的经验，也

为两岸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

物流方面的合作上提出了看法。

他认为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有越

来越多的商机可以挖掘，很多台

商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

大陆建设项目里。

早在 1989 年，戴治中就来

到大陆拓展物流业务，他与合伙

人成立的物流公司年运量超过

30 万个集装箱，横跨海陆空运、

仓储、海外仓等，为客户及同业

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整合服

务。如今戴治中更是抓住了“一

带一路”建设的商机，利用中欧

班列，将物流产业链延伸至“一

带一路”沿线。在他看来，中欧

班列是大陆与海外互联互通的

重要运输线路，也是台资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载

体。

除了物流产业之外，戴治中

也看到了台商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其他商机。他说，台湾软

实力很强，许多机械类产业的台

资企业，在大陆深耕多年，积攒

了实力，相关业者可以发挥在半

导体、芯片以及机械产业等方面

的优势，搭上“一带一路”的东

风。

戴治中还以旅游业为例进

行分析。“目前台湾的旅游业已

经进入精致化的发展阶段，中

亚、东欧等地的风景很美，旅游

市场有很大商机，两岸可以一起

合作，开发出从黑龙江等地到欧

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旅游产品。”

“厦洽会”牵线搭桥 台农“登陆”掘金

1989 年，台湾台茂集团董事

长林东雾跨海而来，在江西南昌

引种台湾农作物。30 年后，林东

雾现身 2019 厦洽会，寻找大陆

合伙人，共拓两岸农业合作商

机。

9月 9 日，两岸农业专场对

接会在“厦洽会”上举行。多位台

农受访时表示，“厦洽会”集聚大

陆各省市参展，推介招商政策；

还举办两岸农业对接洽谈活动，

成为台农“登陆”觅商机的集散

地。

“我们已经在大陆扎根了。”

林东雾表示，他的合作基地分布

在四川、广东、河北等地。此次前

来，他希望寻找大陆农业科研机

构和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合作，把

台湾农业新技术推广到大陆田

间地头。

林东雾坦言，同品种的台湾

水果在大陆销量大、价格高，投

入产出比高，对台农很有吸引

力。“台湾火龙果在北京卖和在

台北卖价格看上去一样，但一个

是人民币一个是新台币。”

林东雾说，迈出第一步，就

希望迈出第二步，台湾农业新技

术需要大陆试验田。

本届“厦洽会”举行多场涉

农交流活动，除两岸农业专场

对接会外，还有首届“一带一

路”农交会、2019 农特产新零售

高峰论坛等，为台湾农业提供

出路，也为两岸农业合作提供

孵化平台。

在本届“厦洽会”上，平潭综

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赖继秋与国家发改委国际

合作中心副主任崔琳会面，洽谈

关于两岸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建

设路径研究课题事宜。可以预

见，这一“两岸具有代表性的特

色项目”将呼之欲出。

台湾中创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赖文鑫携该集团 7 名

经理，跨海前来参加“厦洽会”。

他透露，他正在为大陆东北大粮

仓大农业基地提供智慧农业和

生态工业的规划与管理方案。

1992 年，赖文鑫第一次到厦

门考察。尽管当时没有“小三

通”，交通十分不便，他仍决定

“以厦门为跳板，辐射大陆市

场”。

如今，台湾中创实业集团进

军农业，赖文鑫连年参加“厦洽

会”，展示台式农业金融管理经

验和技术，寻找合作商机。他说，

“厦洽会”是大陆开放的一个窗

口，由此，“我对两岸合作更有信

心”。

（综合中新社、海西晨报报道）

司，有了更大的发展。

陈正洁直言，很多想要加入

跨境电商的台青对于流程以及

方式并不熟悉，他希望借助此次

展会，让台青了解跨境电商的政

策以及市场环境。“我们还会帮

助台青对接大陆的电商平台，辅

导他们进入大陆市场。”陈正洁

说道。

两岸融合发展之问让台胞有更多获得感

海峡两岸如何实现融合发

展？这成为摆在两岸业界面前

亟待回答的问题。

9月 8 日，以共话两岸融合

发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主

题的第十四届两岸经贸合作与

发展论坛在厦门举行，两岸业

界和学界代表人士与会畅谈两

岸经贸新发展。在两岸由要素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转换期，

运用新策略应对新形势，成为

与会者的共识。

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公会

高级顾问尹 铭在以《新形势

下两岸融合发展新模式》为题

的演讲中称，大陆改革开放 40

余年，台商来大陆发展经历了三

四个阶段的转折，尤其是制造业

“可能搬家搬了三四次以上都

有”，其中很多面临的转折点，需

要在新的思维之下进行合作，应

对新形势台商要有新的策略。

台商如何用好大陆的市场

机会和人才的红利？他认为，在

新形势下，要拓展内需市场，提

升生产力转型升级，从过去利

用大陆市场红利向人才红利转

向；要调整营运模式布局创新，

从两岸布局转向全球布局，重

新定位大陆，将大陆过去生产

基地的定位转为创新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

所副所长张冠华认为，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步入调整期，各国

和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平衡增

加，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同时，

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也将对

传统全球产业分工和供应链带

来深刻影响，两岸经济关系既

有发展格局面临空前冲击。

为此，他说，两岸深化产业

融合发展，打造共同市场，或者

通过利用大陆的内销市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可

能改变这种局面。

他表示，在下一步两岸创

新驱动方面，如何能够把握新

一轮的技术革命，加快两岸之

间的标准共通，加强 5G和人工

智能的创新驱动，重构两岸供

应链，这是融合发展中产业合

作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副

会长曹凤威称，改革开放 40 多

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两岸经贸

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合

作红利不断深化，一方面台商

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

的管理理念，促进了大陆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大陆

也为台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空间，两岸间的贸易投资和产

业合作，既有效促进了两岸经济

的发展与转型，也成为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曹凤威表示，将进一步搭

建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提升两

岸经贸畅通；秉持两岸一家亲

理念，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台

企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让台湾同胞在大陆开放的进程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杨伏山）

第十四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