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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还能如期举办，对促进国际投

资合作意义十分重大。”印度尼

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部长巴哈

利·拉哈达利亚 9 月 8 日在厦

门表示，面对疫情，各国加强团

结极其重要。

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简称“厦

洽会”）当天在厦门开幕，多国

政要在 2020 国际投资论坛主

旨大会上通过视频致辞，纷纷

点赞“厦洽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事

务副部长阿卜杜拉·萨利赫也

说，在这个亟待加强双边投资

贸易合作的时刻，“厦洽会”的

开幕意义重大。

已连续五年参加“厦洽会”

的阿卜杜拉·萨利赫，把自己称

作“厦洽会”的“老朋友”。他表

示，欢迎更多中国公司在关键

领域或其他产业与阿联酋开展

经贸合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林

玉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对全

球经济构成了广泛的风险。东

盟和中国在加强区域供应链以

及贸易投资促进方面的共同努

力是十分重要的，可以通过此

次厦洽会就保持和加强供应链

的联系、重振投资信心等方面

交换意见，共克时艰。

“厦洽会”作为中国双边投

资的风向标，今年以“重振投资

信心，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线上同步举行“云上投洽会”，打

造“永不落幕的投洽会”。

“‘云上投洽会’定能一如

既往地促进国际投资合作。”哥

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

尔韦说，今年适逢哥伦比亚和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40 周年，意

义非凡，希望通过“厦洽会”与

中国一同探讨提振投资信心，

促进合作共赢。

毛里塔尼亚议会中阿友好

小组主席哈里发·莫克塔尔表

示，“厦洽会”的举办顺应世界

产业结构调整，为国际投资合

作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希望中

国企业和企业家走进毛里塔尼

亚。

塞尔维亚前总统、塞尔维

亚对华对俄合作委员会主席托

米斯拉夫·尼科利奇认为，“厦

洽会”在促进双边投资和提升

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很值得称

道，国际经贸合作力度应更大、

范围应更广、频次应更密。

（中新社报道）

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 9 月 9 日

在厦门继续举行。作为主宾国

的菲律宾，将参加“厦洽会”视

为疫情后重振经济、复工复产

的重要活动。

在本届厦洽会上，菲律宾

设立一个 400 平方米的国家

馆，先后举办投资环境说明会、

专场项目对接、“寻味菲律宾”

探馆、农业投资合作专场推介

会等多场活动，还在“云上投洽

会”定制云上展厅，促进投资对

接。

从菲律宾密集亮相本届厦

洽会可见，菲律宾在制造业、基

础设施、农业三大重点领域发

布了最新的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并大力推介其优惠政策及

投资环境。

菲律宾在 2020 年、2021 年

连续两年担任“厦洽会”主宾

国。菲律宾贸易投资中心特别

贸易代表殷富荣表示，希望借

助“厦洽会”平台，向世界发出

菲律宾投资好声音，也为菲律

宾和中国投资者之间未来的合

作铺平道路。

“一旦疫情好转，隔离政策

放松下来，菲律宾拟派出数个

高级官员和商界代表团，在中

国各大城市举办多场投资路

演。”殷富荣说。

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拉蒙·洛佩慈也亲自站台，介绍

该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招商引资

需求。他说，菲律宾希望加快个

人防护用品制造、电子产品、钢

铁、化学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

的投资，欢迎可以解决供应链

缺口、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的

投资项目。

拉蒙·洛佩慈认为，菲律宾

对中国来说是优势互补的投资

地，当前菲律宾正试图重启经

济，扩大就业，将为产品和服务

市场带来更大需求。他相信中

国和菲律宾在制造业方面有很

多机会可以合作共赢。

在基础设施方面，菲律宾

重点推介了克拉克新城、圣拉

蒙新港、巴丹自由港地区中央

终端等项目；农业方面，菲律宾

大力推介香蕉种植，在拉巴斯

生物技术农场建设可可树苗

圃、马尼拉麻生产、现代化新型

橡胶苗圃等项目。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农业参

赞安娜表示，希望吸引投资建

立香蕉种植园，帮助增加菲律

宾对优质卡文迪什香蕉的需

求，以支持全球市场，为社区提

供生计机会，同时满足合作伙

伴国家的供需要求。

在菲律宾国家馆内，菲律

宾集中展示了当地的投资环

境、招商引资政策、重点项目和

优质产品等，为投资者提供一

站式投资贸易服务。在“云上投

洽会”的云上展厅，菲律宾也定

制了一个 3D 展馆，为客商提供

沉浸式逛展体验，推动 365 天

全天候投资促进，实现指尖上

的投资对接。

第二届中菲农业投资合作

专场推介会也在本届厦洽会期

间举办，务实推动中菲农业投

资合作，引导中菲农业合作项

目有序开展，持续促进互惠贸

易增长及投资合作。菲律宾驻

华机构工作人员称，种植业、畜

禽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及物

流等，是菲律宾农业吸引投资

的重点。

“菲中两国在文化和经贸

领域合作都由来已久，菲律宾

是很好的商业伙伴。”殷富荣表

示，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

互联互通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相信菲律宾和中国本已蓬

勃发展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进

一步发展。

（中新社报道）

在日前启幕的 2020 厦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香港贸易

发展局与福建龙岩达成合作协

议：预计下个月，在香港贸发局的

网络采购平台上，数十家地处闽

西山区的龙岩企业将参与线上展

览，与海外买家对接。这是内地企

业利用香港优势“走出去”的最新

案例。

“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海外

买家过不来，企业‘走出去’受阻。

我们希望利用香港的平台和资源

帮助更多内地优质企业对接海外

买家。”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

吴文慧介绍，该局在全球有 50 个

办事处，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展

示平台，还可以帮助企业与海外

买家一对一“牵线”。

香港贸发局的线上 B2B 平台

“贸发网采购”已创立二十余年，

此前只是作为线下展览的辅助，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逐渐成

为展客商对接的一大主要渠道。

据香港贸发局介绍，今年以来，全

国共有 14 个地区以省或市为单

位在该平台上设立地方品牌专

区，“屏对屏”寻找全球订单。

不仅在国际商贸领域具有优

势，香港还是国际金融中心和物

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成员。“香港应通

过各种方式来帮助内地企业做大

做强。”吴文慧说，这也是此次厦

洽会上香港馆的展示重点，希望

能够凸显香港的多样优势，“以香

港之长，服务国家所需”。

展馆内陈设着香港新锐设计

师设计的环保木制自动腕表、多

用途消毒笔、智能纸质笔记本等

创意产品。香港贸发局工作人员

介绍，希望更多内地企业了解香

港在创新科技和设计推广方面的

优势，然后利用这些特长提升自

身附加值。

“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在

海外拥有自己的平台。”在厦洽会

期间举办的“香港优势”系列沙龙

上，香港瑞丰德永集团 CEO 龚彦

斌说，香港拥有信托设立、会计处

理、财税申报等专业服务的众多

专门机构，可以为内地企业融资

上市、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有力帮

助。

香港卓瑞企业管理咨询厦门

分公司总经理李丹丹在沙龙上介

绍，很多内地企业在布局海外时，

都会把香港作为投资跳转平台，

“香港优势”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

内地企业将此选为出海第一站。

（新华社报道）

想品鉴咖啡口味的葡萄酒

吗？想尝尝豆奶口味的胡麻豆腐

吗？想了解设计新颖的腕表吗？来

会展中心C馆就对了！各式美酒、

美食、好物等您来淘。更妙的是，

您还能与来自南非、英国、菲律宾

等国的参展商面对面了解产品的

特色与创意。

南非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携多款特色美酒 来福建找经销商

在会展中心 C 馆 C333 的南

非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展位，

南非 axis 集团的 Barbie 和她的同

事 Rudi Delport 带来 KWV 公司

的多款葡萄酒、白兰地等。Barbie

是 axis 集团的董事，来自菲律宾；

Rudi Delport 是 axis 集团的销售

经理，来自南非。他们都不是第一

次来厦门，但作为 KWV公司的代

表来参加厦洽会则是头一次。

“我们这次来参加厦洽会，

主要是想在福建寻找经销商。”

Barbie 说，厦洽会的平台相当不

错，仅短短一天时间，就有多家

公司到他们展位上进行洽谈，并

且表示出浓厚的合作兴趣。她

说，KWV 公司的凯樽汇 15 年陈

酿白兰地等产品在南非非常有

名，希望通过厦洽会这一平台，

让更多的中国朋友知道他们的

产品。

Rudi Delport 则介绍了展台

上展示的咖啡塔吉皮诺塔吉红葡

萄酒、凯樽汇猎豹之吻利口酒（配

制酒）等特色产品。他说，像凯樽

汇猎豹之吻利口酒（配制酒）有很

多种喝法，可以加入咖啡、冰淇淋

等，会别有一番风味。他也非常欢

迎市民、企业到展位上品鉴他们

的各种酒类产品。

日本长崎县：

清酒和乌冬面 受到市民青睐

位于日本最南端的长崎县是

一个风光明媚的海洋之县，也是

日本著名的观光旅游胜地。今年

厦洽会，长崎县在会展中心 C馆

的 C344 设置展位，带来该县的多

款特色美食、饮品。其中，芒果、梅

子、芦荟口味的清酒十分受欢迎，

不少市民纷纷在展位前试饮。

“梅子味特别浓，味道很不

错。”逛展的市民李女士品尝了梅

子味清酒后说，展示台上介绍该

系列清酒的一句话让她留下深刻

印象，并且十分认同。这句话说：

“酿酒和教育孩子一样，只要用心

做，一定功夫不负有心人，能酿出

好酒。”据展位上的工作人员介

绍，展出的果味清酒从造米到酿

酒，都追求卓越的品质，一直坚持

手工酿造工艺。500 毫升装的果味

清酒售价为 145 元 / 瓶，市民在展

会期间均可购买。

长崎县展位上的五岛乌冬面

和法本胡麻豆腐也颇受市民青

睐。展位工作人员说，五岛乌冬面

是日本乌冬面三大品牌之一。与

市面上多数乌冬面相比，这一品

牌的乌冬面更细一些，口感也更

为爽滑。 （《厦门晚报》报道）

“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阴 郭舒晨

多国政要点赞“厦洽会”：

应对疫情促进国际投资合作

厦洽会观察：

三大领域引资菲律宾疫后重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