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信早報
國際日報報業集團

Friday, April 1, 2022 2022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五邑乡情M2

 3月16日上午，“江门号”中老国际货运
班列首发仪式在江门北站举行。这是我市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战略部署、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我市抢抓RCEP新
机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时代侨
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岸明，省政府
副秘书长任小铁，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钟明参
加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晖主持仪式。

受副省长陈良贤委托，任小铁代表省政府
对“江门号”首发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致辞中
指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
验区，是全国第一外贸大省。江门地处珠三角
进入粤西乃至大西南的战略通道，在粤港澳大

湾区中处于承东启西的关键节点，腹地空间纵
深广阔，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人缘相亲，在对
外开放、经贸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优势。江门
在大湾区西翼开通首列中老班列，弥补了大湾
区西翼物流班列短板，对促进珠西和粤西地区
出口贸易、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他希望，江门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加快推
动国际物流发展，充分利用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及多式联运模式，实施海陆空铁立体交通资源
联动，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为我省全面开放合作发挥国际物流枢纽的
通道作用。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江门建
设，把“江门号”打造成“广东制造”走向国
际市场的“直通车”、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加
速器”，推动形成内外一体、高效便捷的集疏

运体系，为全省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陈岸明在致辞中表示，“江门号”中老国
际货运班列的正式开通，是继今年元旦我市举
办RCEP启航合作发展系列活动、发出全球首
份华商对接RCEP经贸合作“江门倡议”后的
又一喜事盛事，也是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
署，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主动抢抓RCEP发展机遇、主动对
接融入东盟大市场的重大举措。江门山河秀
美、人杰地灵，区位条件优越、华侨华人资源
丰富、工业体系完备、发展空间广阔，正以江
门北站为依托，规划建设28平方公里的国际现
代物流园区，建成后将为我省企业“走出去”
提供更加专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集成化服
务。他期待，广大企业家朋友到江门投资兴
业，搭乘“江门号”国际货运班列，联动全
国、沟通世界，一起开拓RCEP及“一带一
路”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动实
现“买全球、卖全球”。

中铁广州局集团副总经理鲍立群表示，期
待进一步加强与省政府、江门市及相关企业合
作，在“江门号”中老班列开通、泛亚铁路班
列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开拓货
源，达成互利共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
标。

广物控股集团总经理梁庆彦表示，接下来
将以首发仪式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江门的产业

联动，充分发挥集团产业资源优势，全方位参
与江门经济社会发展，以广物之所长助江门之
所需，携手打造省属企业与地市全面合作共赢
发展的新样板。陈岸明、吴晓晖一行还实地调
研了珠西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国际陆港（组合
港）建设项目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国际视
野、长远眼光谋划发展，加强与中铁广州局、
广物控股集团等沟通合作，抓紧优化完善物流
园区及货运站场布局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预留发展空间满足出口增长需
求，下大决心、大力气把珠西物流中心建设成
为国际货运物流枢纽中心。

（唐达 莫小青）

位于蓬江区杜阮镇的大湾（国际）食品加
工及交易中心总投资10亿元，坐拥“十万吨
级”大型冷库群，未来将承担预制菜的研发销
售功能，成为江门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的“根
据地”。

近日，我市正式出台《江门预制菜十二条
政策措施》（以下简称《十二条》），重点围
绕平台建设、技术研发、人才培育、产业联盟

等12个方面，加快我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全面
加速农产品预制化、食品化进程，推动农业与
食品产业、物流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深度融
合，弘扬江门饮食文化，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
两端，实现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向价值链
中高端稳步迈进。

建设预制菜产业园
发展预制菜产业，首先要搭建平台，建好

“大本营”，插上“军旗”，才能“号令如
山”，统筹推动预制菜产业发展。

《十二条》提出建设预制菜产业园，依托
现有现代农业、食品加工、冷链物流园区建设
基础，按照“一园四区”布局，在台山市斗山
镇、白沙镇，蓬江区杜阮镇、棠下镇，开平市
马冈镇，布局建设预制菜产业园。

2月16日，作为全省首个地级市发起的江
门预制菜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正式
成立，华南农业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校加入，夯实江门发
展预制菜产业技术支撑。

《十二条》提出，将搭建技术成果转化平
台，深化院地合作、院企合作，丰富产学研合
作模式，支持科研院所、企业围绕陈皮、鳗
鱼、大米、马冈鹅、茶叶、禽蛋等优势农业产
业研发五邑侨乡特色预制菜品，推出一批陈皮
系列、马冈鹅系列预制菜品。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将探索建立江门预制
菜产业研究院，引进先进预制菜制作技术，构
建预制菜技术成果数据库，开展预制菜全产业
链研究，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培育预制菜经营主体
预制菜经营主体是直接面向市场的窗口，

也是决定预制菜产业发展成色的“最后一公
里”。《十二条》提出，围绕资金、人才、技

术、项目建立激励机制，在全市现代农业产业
园、“一村一品”示范基地、“菜篮子”基地
等载体，以及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食品加
工企业中遴选一批优秀经营主体，建立预制菜
重点培育企业名录，实施专项培育，壮大一批
预制菜企业。

《十二条》提出，通过政策支持、信用管
理、投融资优惠、平台推广、技术方案等方
式，多措并举降低联盟企业建设运营成本，提
升服务质量，拓展市场渠道。支持联盟开展吸
纳优秀成员、统一行业标准、制定行业守则、
引导行业良性发展等系列工作，激发市场主体
创业创新活力。

《十二条》提出通过“一园一策”招商措
施，引进一批预制菜研发、制作专业技术人
才，培育孵化预制菜专业领军人才，并在安家
补助、租房补贴、科研配套经费、重大项目申
报、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方面
给予多重保障。推动建设预制菜人才实训基
地，支持各县（市、区）培育预制菜产业专业
人才。

此外，我市将开展典型先锋人物评选奖
励，支持评选一批、奖励一批典型先锋人物，
鼓励和表彰在预制菜产业工作方面作出贡献的
先锋人物，营造预制菜产业良好发展氛围。

（文/图 毕松杰）

“中国音乐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江门的音
乐发展仍处在初步阶段，我能够参与其中，为
江门的音乐增添一份力量，感到非常高兴。”
Eric� van� Reenen（以下简称“Eric”）是一
位来自荷兰的双簧管乐手，也是一位商人。
2006年，他来中国寻找商机，来到了江门，后
来还加入江门市交响乐团，希望继续施展自己
的才华，以音乐为纽带，促进文化交流，为侨
乡的音乐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Eric出生于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
是音乐家，家里摆满各种乐器。他5岁就开始
接触音乐，7岁正式练习双簧管，并热爱至
今。在音乐学院毕业后，Eric成为专业的乐
手，随乐团到世界各地演出。后来，他创建了
自己的公司，把精力转向了商业，过上相对稳
定的生活。

从商后，Eric也未放下对音乐的热爱。当
得知江门有交响乐团后，他马上加入其中，而
且坚持定期参加排练。Eric的中文并不好，与
人交流很困难，但是一进入音乐的世界，大家
就拥有了共同的语言。

“Eric的音乐水平和演奏技巧非常高，在
国外经常被邀请参加著名乐团的演出。他加入
江门市交响乐团，对整个团队有积极的影响，
对乐团的演奏水平有很大的提升与帮助。”江

门市文化馆馆长蔡朝阳表示。
在江门生活了16年的Eric，深受本地文化

的影响。他收藏了大量新会陈皮，喜欢吃中
餐，更喜欢自己做中餐。平时，Eric会约上三
五好友外出购物游玩。他认为江门的自然风光
很好，特别喜欢江门的公园。目前，Eric与妻
子在江门经营着一家家居用品公司，公司的名
字有“EC”两个字母。“E是我的名字首字
母，C是我妻子的名字首字母，寓意2人合力
经营。另一方面，E代表欧洲，C代表中国，
象征公司业务连接中欧两地。”Eric解释公司
名字的含义。

Eric说，他来中国，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
的城市作为自己公司的驻地，以便拓展业务。
走遍大江南北，Eric最终选择了江门。相比广
州、深圳那种超大城市，Eric更喜欢江门这样
的中型城市。他说，江门位于珠三角地区，有
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去广州、深圳或者去粤
西地区都很方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
和RCEP落地生效，江门发展前景广阔。

“在这里能找到很多供应商，非常有利于
生产经营。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地
区，我们也积极在中国打开市场。除了传统的
经销模式，我们还积极搭建电商平台，通过网
络来销售。”Eric兴致勃勃地阐述了他的经营

理念和未来规划，他打算立足江门，逐步拓大
自己的商业版图。（司徒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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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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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江门成为全国首个县级

加速农产品预制化食品化进程
江门出台十二条政策措施扶持预制菜产业发展 

   侨都预制菜”
首批菜品正式发布 

“江门十二菜”复制“妈妈的味道”

荷兰乐手Eric加入江门市交响乐团  以音乐为纽带  促进文化交流

主动抢抓RCEP新机遇 对接融入东盟大市场
“江门号”中老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

Eric加入了江门市交响乐团。王皇 摄 

记者近日从江门海关获悉，今年前2个
月，我市外贸进出口值为274.6亿元，比去
年同期（下同）增长13 % ；其中，出口
232.7亿元，增长17.9%；进口41.9亿元，下
降8.5%。我市外贸进出口整体增速与全国
相当，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前2个月，主要贸易方式均实现增长，
一般贸易拉动增长最大。一般贸易进出口
209.3亿元，增长12.6%，占同期我市进出口
总值（下同）的76.2%，拉动全市增长9.7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182.6亿元，增长19.8%，
进口26.7亿元，下降20%；加工贸易进出口
61.5亿元，增长11.3%，其中出口49.9亿
元 ， 增 长 1 2 . 2 % ， 进 口 1 1 . 6 亿 元 ， 增 长
7.3%。

对东盟、韩国和中国香港进出口大幅
增长。前2个月，我市前5大贸易伙伴分别
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美国进出口48
亿元，增长10.9%，占17.5%；对欧盟进出
口44.3亿元，增长7.5%；对香港进出口34.3
亿元，增长24.5%；对东盟进出口31亿元，
增长36.7%；对中国台湾进出口9.2亿元，下
降0.8%。此外，对韩国进出口8.6亿元，增
长 3 9 . 8 % ； 对 日 本 进 出 口 8 亿 元 ， 下 降
20.1%。同期，我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67.9亿元，增长22.5%，占24.7%；
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56.1亿元，增长
21.7%，占20.4%；对中东欧国家进出口7.9
亿元，增长14.3%。

出口主要商品保持增长。前2个月，我
市前十大出口商品中，印刷电路、塑料制
品、家具、阀门、服装、不锈钢餐厨具出
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印刷电路、塑
料制品和家具出口快速增长，分别增长
25.6%、27.3%和26.5%。

各经营主体均实现增长，民营企业占
主导，国有企业大幅增长。前2个月，我市
民营企业进出口144.4亿元，增长11.3%，占
52.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3亿元，增
长12.2%；国有企业进出口2.7亿元，增长
268.1%。

（王鼎强 江关宣）

 今年前2个月我市
 外贸出口增长17.9%

3月16日上午，首趟“江门号”中老国际货运班列从江门北站出发。 江门日报记者 周华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