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定於8月27日至31日舉辦的第十三屆中國——東北
亞博覽會，因新冠肺炎疫情推遲至9月23日至27日舉
行，雖然很多活動作了精減壓縮，在規模上、數量上作
了調整，且只有5天時間，但事實上本屆東北亞博覽會
的各種活動從9月22日開始一直持續到9月30日。在高
度濃縮的會議檔期，作為主辦省份的吉林省，省委書記
景俊海、省長韓俊等領導，每天馬不停蹄忙於 「主場外

交」 「推介吉林」 ，向國內外展示了一個商機無限、活
力無限的新吉林。據記者粗略統計，在9天時間裏，關
於景俊海和韓俊出席與東北亞博覽會相關活動的報道達
16次之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本屆東北亞博覽會活動眾
多、內容豐富、成果豐碩。本屆東北亞博覽會以 「攜手
東北亞，共謀新發展」 為主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
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國際

貿易促進委員會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由朝鮮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日中經濟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
協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韓國貿易協會、大韓商工會
議所、蒙古國工商會、俄羅斯聯邦工商會、中日韓三國
合作秘書處協辦，是中國與東北亞國家開展經貿合作、
人文交流的國際性綜合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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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主場優勢 彰顯「吉林商機」
第十三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以新氣象展現合作新趨勢

浙陝晉進軍東北亞看好「吉林平台」
開拓東北亞市場，推進與東北亞區域國家的合作，

吉林省是橋樑、窗口和樞紐，這已成為國內一些省份
的一致共識。在本屆東北亞博覽會期間，相繼舉行的
長三角浙商走進吉林暨 「吉遇浙里」東北振興科創投
資合作推進會、吉林-深圳智慧城市建設推介對接
會、中國（山西）-東北亞經貿合作推介會、吉陝兩
省經貿合作座談會，就很好地印證了吉林省在東北亞
區域合作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按照國家部署，吉林省與浙江省是對口合作省份，
近年來，許多浙商踴躍赴吉林投資創業，為推動吉林
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的同時，也
在吉林省搭建起進軍東北亞市場的良好平台。本屆東
北亞博覽會期間舉行的長三角浙商走進吉林暨 「吉遇
浙里」東北振興科創投資合作推進會，邀請了上海均
瑤（集團）公司總裁王均豪、富春控股集團董事長張
國標、盤石信息技術公司董事長田寧、江蘇浙商文化
產業集團董事長樓國海、上海悅來港集團董事長杜利

峰、浙江赤緯實業集團董事長劉士龍等40多位浙商
企業家參會。國家鼓勵浙商通過對口合作的方式投資
吉林，而對於浙商而言，吉林省又是良好的發展商機
和參與東北亞國家合作的平台，因此，許多浙商着眼
於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大勢，對吉林省表現出極
大的投資合作興趣。率團參會的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孫
景淼代表與會浙商表示，一定主動按照吉浙全方位對
口合作要求，深化與吉林各方面對接，深度挖掘吉林
科技資源，主動引入新模式新業態，積極推進投資布
局、項目開發、成果轉化，助力新時代吉林振興發
展。

吉林、陝西兩省雖相隔較遠，但都承擔着國家重要
的戰略任務，是推動西部大開發、推進東北振興的重
要省份，是我國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的重要力量。近
年來，陝西與東北亞國家合作日趨緊密，吉陝兩省在
汽車產業、能源化工、科技創新、現代農業等方面，
具有很大的合作潛力。基於此，本屆東北亞博覽會期

間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 「吉陝兩省經貿合作座談
會」。

9月23日至27日，依託本屆東北亞博覽會，山西省貿
促會在長春舉行山西品牌絲路行東北亞活動，旨在促進
山西省與東北亞地區雙向投資貿易，展示山西省全方位
推進高質量發展新形象，進一步開拓招商引資、利用外
資新渠道。本次活動除了組織山西品牌商品展覽展示，
27家山西省企業在長春國際會展中心布展，展商涵蓋裝
備製造、生物醫藥、非遺文創、名優特產品等多個門
類，山西省還舉辦中國（山西）—東北亞地區經貿合作
推介會，邀請東北亞國家有關商協會組織負責人、企業
代表參會，此外，山西省代表團還帶領部分企業與吉林
當地企業進行了一對一走訪對接。

據統計，本屆東北亞博覽會，共有來自浙江、山西、
內蒙古等15個省（區、市）的263戶企業和機構參展，
國內各省（市、區）在東北亞博覽會這個平台上交流互
動，學習互鑒，共同譜寫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東北亞地方合作顯露「吉林先鋒」
在上一屆東北亞博覽會期間，全國友協和東北亞地

區地方政府聯合會發起東北亞各國地方政府共同參與
舉行了首屆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9月22日，第
二屆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繼續在長春召開。值得
關注的是，本屆圓桌會議的主題是 「連通市場資源，
共同打造東北亞海洋經濟合作圈」，首次把東北亞合
作目標聚焦在 「海洋經濟」。

儘管受疫情影響，許多國外嘉賓在雲端發言，但
參加範圍之廣、發言積極性之高、對會議寄望之
多，均顯示出東北亞地方合作的迫切性，並均表示
出加快推進務實合作的願望。會上，天津市副市長
王旭、朝鮮駐瀋陽總領事具永赫、日本駐瀋陽總領
館副總領事杉田雅彥、韓國駐瀋陽總領事崔斗錫、
蒙古國駐華使館參贊鋼·蘇布達蘇仁、俄羅斯駐瀋陽
總領事謝爾蓋·契爾年科致辭。朝鮮咸鏡北道、羅先
特別市，日本鳥取縣、宮城縣、島根縣、廣島縣、
長崎縣、秋田縣，韓國江原道、全羅南道、忠清南
道、慶尚北道，蒙古國中央省、達爾汗烏勒省，俄

羅斯堪察加邊疆區、濱海邊疆區、馬加丹州、阿爾
泰邊疆區政府代表發言。吉林省省長韓俊作主旨講
話時指出，東北亞地區各國交往歷史悠久，經貿合
作頻繁，是全球最具活力、最具潛力、最具影響力
的區域之一，也是世界經濟重要增長引擎。兩年
前，首屆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順利召開，形成
了新的合作平台和機制，推動區域合作取得新成
就。吉林省地處東北亞腹地，是中國重要的老工業
基地、商品糧基地和人文科教大省，正在持續擴大
改革開放，加快互聯互通和平台建設，大力發展開
放型經濟，全力打造中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東
北亞地區合作中心樞紐。韓俊提出五點合作倡議：
一是增進互信交流，打造安全穩定的東北亞。堅持
和平發展理念，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照顧彼
此關切，常交流、常對接、常互動，攜手應對疫
情，努力營造和睦友好的發展環境。二是深化區域
合作，打造互利共贏的東北亞。深化戰略對接，積
極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拓展汽車、清潔能源、

礦業、農業、醫藥健康、旅遊康養等領域合作。推
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促進各方市場、資本、技術
流動，不斷提升區域合作水平，努力構建東北亞經
濟圈。三是深耕海洋經濟，打造互聯互通的東北
亞。探索區域海洋合作新模式，攜手開發琿春海洋
經濟發展示範區等合作平台，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推動開通航線拓展容量、測試航線順利通航、
停滯航線盡早復航。四是致力互學互鑒，打造文化
融合的東北亞。加強文化交流、體育互動、人才合
作、青少年交往，搶抓2022 年北京冬奧會機遇，合
作發展冰雪運動、冰雪旅遊、冰雪文化、冰雪裝
備，引領冰雪經濟發展潮流。五是完善長效機制，
打造緊密合作的東北亞。完善常態化合作機制，支
持 「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常態化、規範化、
機制化，推動各類國際經濟合作區、產業園區、國
際合作示範區等平台建設，建立視頻會見、連線通
話等溝通機制，推動各層次各領域順暢聯繫，促進
各類合作項目盡快落地落位、加快實施。

商界大佬紛至沓來厚望「吉林商機」
吉林商機和東北亞商機，受到國內外許多知名企業

的熱切關注。在本屆東北亞博覽會期間，一些知名跨
國公司、國內500強企業和全球吉商來到吉林，尋求
企業發展新機遇。

9月25日，2021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全體大會
在本屆東北亞博覽會期間舉行。吉林省藉機與國內
500 強企業簽訂 35 個重點合作項目，簽約額 1184.08
億元。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真誠希望企業家與吉林
深化務實合作，攜手推進高質量發展。他說，吉林
是國家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商品糧基地和邊境省
份，地處東北亞地理幾何中心，是中國向北開放的
重要窗口，擁有良好的自然稟賦、發展基礎，正處
於振興發展的 「上升期」和 「快車道」。習近平總
書記對吉林振興發展寄予厚望，親自為我們領航引
向、擘畫藍圖，賦予我們 「新擔當、新突破、新作
為」的重大職責使命。全省上下牢記習近平總書記
關懷囑託，全面實施 「一主六雙」高質量發展戰
略，加快推進生態強省建設，大力發展現代新型汽
車和零部件、農產品和食品深加工、冰雪和避暑休
閒生態旅遊以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醫藥健康、
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服務業等重點產業，加快推
進長春國際汽車城、吉化轉型升級、西部 「陸上風
光三峽」、東部 「山水蓄能三峽」、萬里綠水長廊
等一批重大項目，努力打造多點支撐、多業並舉、
多元發展的產業發展新格局。歡迎各位企業家積極
參與吉林振興發展，共同開展跨區域協同創新，推

動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與吉林優勢深度融合，
謀劃實施、投資布局更多重大項目，共同打造創新
融合、轉型升級新格局，攜手拓展深化合作、互惠
共贏新天地，助力 「十四五」吉林振興率先實現新
突破。我們一定主動溝通交流、做好精準對接、提
供優質服務，全力打造惠企、暖企、穩企、護企、
安企的一流營商環境，為企業在吉林創新發展創造
良好條件。在9月24日舉行的 「吉林省牽手中國500
強企業懇談會」上，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焦開
河、中國中車集團總經理樓齊良、中國節能環保集
團董事長宋鑫、中興通訊公司董事長李自學、西子
聯合控股公司董事長王水福、北京江南投資集團董
事長于全、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蔣錫培、振燁
國際產業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林燁先後發言，共同
展望在吉林發展美好前景，一致表達了持續深化合
作、擴大投資的真誠意願。到吉林參會的40多家中
國 500 強企業負責人聆聽吉林發展願景後，對吉林
向好發展表現出深厚合作興趣。

一直以來，吉林省與全球一些跨國公司開展了廣
泛深入的合作，通過合作，跨國公司為吉林發展帶
來了先進的技術設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優質的產
品服務、領先的創新資源，成為連接吉林與世界的
重要橋樑。東北亞博覽會期間，組委會邀請法國威
立雅集團、法國電力集團、韓國 CNK 集團、法國
ENGIE 公司、荷蘭飛利浦（中國）投資公司、日本
豐田通商株式會社、泰國正大集團農牧食品企業、

法國道達爾能源研發公司、美國霍尼韋爾智能建築
科技集團等31家跨國公司和有關機構代表，舉行了
「跨國公司吉林行懇談會」，跨國公司的代表和嘉

賓到長春新區、中韓（長春）國際合作示範區、中
國一汽集團、中車長客公司以及有關市（州）實地
考察、洽談合作，並與吉林省有關企業舉行對接
會，深入交流溝通，共同謀劃項目。法國威立雅集
團、法國電力集團、荷蘭飛利浦（中國）投資公
司、中國中交集團三天（上海）供應鏈公司有關負
責人均表示目前在吉林有投資項目，並希望繼續深
入推進合作的意願。

除了推動跨國企業、500強企業和央企與吉林合作
之外，9月29日還舉行了第六屆全球吉商大會，74個
吉商合作項目集中簽約，簽約額762.31億元。吉林省
自召開首屆全球吉商大會以來，逐漸形成了 「重德重
義、敢闖敢為、善融善創、思源思報」的吉商精神和
品牌，全球吉商也為吉林振興發展篇章寫下了濃墨重
彩的一筆。

據本屆東北亞博覽會執委會副主任、吉林省政府副
秘書長許才山先生介紹，本屆博覽會期間舉辦的2021
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和跨國公司吉林行共有1000
多位500強企業和跨國公司高管出席論壇，第六屆吉
商大會開幕式上，來自全球500多位吉商、專家學者
出席大會，為吉林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建言獻策，紛
紛表達與吉林開展全面合作的強烈意願，達成了一系
列務實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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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參加第十三屆東北亞博覽會的
國內外嘉賓陸續抵達長春。當天，吉林省委
書記景俊海、省長韓俊先後會見了與會的外
國知名企業及重要商協會代表、國內及港澳
台重要嘉賓，不失時機向客商介紹吉林發展
機遇。

由於東北亞地區是全球公認的最具活力、最
具潛力、最具影響力的區域之一，而吉林省恰
好位於東北亞地理幾何中心，按照習近平總書
記視察吉林時提出的 「要積極參與共建 『一
帶一路』，打造好我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
和東北亞地區合作中心樞紐」等一系列重要
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吉林省正在持續深化
「五個合作」（全方位對口合作、多層次戰

略合作、緊密型專業合作、前瞻性共建合
作、國際性開放合作），大力推進與東北亞
地區各國經貿合作、友好交流，努力打造對
外開放新高地。記者了解到，為推動吉林省
全面全方位加快振興，吉林省委今年7月明確
提出，將原有的 「一主六雙」產業空間布局
提升為 「一主六雙」高質量發展戰略，並通
過了《中共吉林省委關於全面實施 「一主六
雙」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決定》，這是吉林省
未來一段時期發展的戰略性布局。

景俊海在會見外國知名企業、商協會代表
和國內參會省份及港澳台參會嘉賓時多次表
示，希望與會嘉賓和企業家抓住吉林全面振
興全方位振興的時代機遇，深入對接吉林省
「一主六雙」高質量發展戰略，共同加強現

代新型汽車和零部件、農產品和食品深加
工、文化旅遊、電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
源、新材料、醫藥健康、現代服務業等領域
務實合作，投資布局一批大項目、好項目，
立足吉林省、面向全中國、輻射東北亞，在
互惠合作中共享發展良機、共樹合作典範、
共創美好未來。當前的吉林，已建成一流營

商環境。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盤古智庫對吉林省營商
環境專門調研後發布的結果，吉林省 「放管服」決策
部署措施得力，制度改革持續深化，營商環境不斷改
善，下大決心、下大力氣着力解決基層落實 「最後一
公里」問題，吉林全省上下 「想幹事、能幹事、幹成
事」的氛圍濃厚；各級政府服務企業的意識、能力和
水平不斷提升。正是由於營商環境的持續改善，市場
主體活力得到了進一步釋放，推動了吉林省經濟社會
各方面穩步發展。2021年1—5月份，吉林省全省規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17.8%，領跑東北板塊；
2021年上半年，吉林省民間投資增長19.5%，佔全省
投資總額的51.8%，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5.94億美
元，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外資實際利用額；全省共實
施 5000 萬元以上項目 1899 個，較去年同期增加 222
個，增長13.2%。

德國巴斯夫集團、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德國漢高集
團、法國地中海俱樂部、韓國LG化學（中國）投資
公司、新加坡淡馬錫集團、法國安盟保險集團、日本
丸紅株式會社、美國星巴克（中國）公司、韓國大象
食品公司等20多家外國企業及重要商協會代表，天
津、山西、內蒙古、遼寧、安徽、海南、四川、陝
西、新疆等地代表團負責同志，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
辦事處主任梁志仁以及太平洋建設集團、海王集團、
台塑集團、三一集團、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台灣頂新
集團等國內及港澳台企業負責人，均參加了本屆東北
亞博覽會，實地感受了吉林良好的發展機遇。

東北亞博覽會吉林館東北亞博覽會吉林館 張衛攝張衛攝

第十三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第十三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 張衛攝張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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