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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单玉紫枫 张凯凯

“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的举办，有利于增进中国市
场对中东欧商品了解，有利于扩
大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有利于
各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
战、促进经济复苏。希望各方以此
为契机，不断发掘合作潜力，携手
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看着习近平主席贺信中的三
个“有利于”，作为宁波对接中东
欧平台前期工作的参与者、见证
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原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
长、原宁波市中东欧合作办公室
主任俞丹桦不禁感慨万千。

他告诉记者，2013 年，当得
知中国要和中东欧国家全面展开
对接，准备在全国选择展会落地
城市时，我市商务部门敏锐感觉
到这是一件服务于国家政治、经
济大局的大事，有利于推动宁波
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找到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口，于是
第一时间向上汇报，要求尽全力把
中东欧特色商品展拿到宁波来！

于是，接下来，人们看到宁波市
按照博览会的格局设计“投资与人
文”两大板块，在 2014 年成功举办
了中东欧特色商品展。2015 年，这
个展会升级成为投资贸易博览会；
2018 年，宁波在全国率先提出“三
个首选之地”。时至今日，这个展会
已经一步步变成了国家机制性展
会。多年来，宁波突破重重困难，不
光是展会活动越办越好，与中东欧
合作也创下不少“第一”。

“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就在上
午，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正式成立，
这是贯彻峰会要求，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的具体举
措，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
作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补强中东
欧国家进口规模短板的迫切需要，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昨天，当记者
找到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组委会负
责人、中宁化集团总裁陈友相时，他

连称是“双喜临门”。他告诉记者，下
一步，联盟会遵照习近平主席在贺
信中的要求，秉承共谋发展、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宗旨，全力打造全产
业一体化平台，为宁波建设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助力，
勇担国家使命，进一步拓宽中东欧
商品入华的黄金“甬”道，为中东欧
相关企业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多质优价廉的产品。

对于拉脱维亚瑞客矿物漆来
说，昨天同样是个难忘的日子。“瑞
客矿物漆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始
终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今年 2 月 9 日瑞客矿物漆的三项
合作被列入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 峰 会 成 果 ，本 次 来 宁 波 参 加 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对贯彻落
实峰会成果、进一步扩大瑞客矿物
漆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
帮助。下一步，瑞客矿物漆将遵照习
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的要求，秉承共
谋发展、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宗
旨，进一步扩大中东欧产品的进口，

与中东欧合作伙伴共享更多中国机
遇。”拉脱维亚瑞客矿物漆中国总代
理、瑞客矿物涂料（北京）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郝宁告诉记者。

“习近平主席向第二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致贺信，这让我们倍
感鼓舞。”宁波市贸促会会长徐光宪
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
完善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宁
波联络办公室机制建设，依托经贸资
源优势，积极推进国际经贸交流，为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增进友谊、扩大合
作、共谋发展贡献贸促会力量。”

“使命光荣，成绩鼓舞，责任重
大。”市商务局局长张延同样倍感振
奋，他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极大
地鼓舞了全市商务工作者，也将全
力推动宁波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下
一步，宁波将继续搭建好中国－中
东欧合作平台，办好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建好中国－中东欧国
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并且结合浙江
自贸区宁波片区的建设，加快推进
对外开放工作。

“三个有利于”让宁波有了新目标！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周红梅）昨天上午，中东欧商品采
购联盟在甬成立。当天，联盟与中
信保、进出口银行、浦发银行、通
商银行、人寿财险签订合作协议，
并发布全球首创的“采购贷”“采
购保”“品质保”等金融产品，为中
东欧贸易保驾护航。

今年 2 月 9 日，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峰会提出，“中方计划
今后 5 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
价值 1700 亿美元以上的商品”。
这既是面向中东欧国家的诚挚邀
约，也是积极扩大中东欧商品进
口的嘹亮号角。

近年来，宁波不断加强与中
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特别是进口
贸易合作。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
月，宁波进口中东欧商品 26.9 亿
元，同比增长 241.2%。

“此次成立的中东欧商品采
购联盟，通过头部企业中宁化集
团的集聚优势和规模效应，实现
供采两端的降本增效，促进越来
越多的中东欧商品开拓中国市
场。”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组委会

负责人、中宁化集团总裁陈友相
告诉记者，目前联盟创始成员已
超过 100 家。下一步，联盟将持续
做大中东欧国家的进口体量，把
宁波打造成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
市场的首选之地。

“今天，联盟与中信保、进出
口银行、浦发银行、通商银行、人
寿财险签署的合作协议，将有效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也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陈友相说，以浦发银行宁波
分行推出的“e 路贷”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为例，该方案将全面整合
离在岸、自贸区、境内外多元化平
台优势，以数字化、生态化服务理
念，精准定位、量身施策，重点为
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提供 10 亿
元授信额度。

通商银行的“采云贷”，是针
对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成员企业
从中东欧地区进口消费品的需
求，面向这些企业提供的多样化
授信支持的一种创新服务，针对
联盟单一成员企业最高授信额度
可达 1000 万元。

全球首创“两保一贷”

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关萱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总署主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动植物卫生和食品安全（SPS）工
作组会议昨天在宁波召开。

本次会议以线下现场会议和
线上视频会议结合的方式举行，不
仅审议了中国－中东欧国家SPS工
作组议事规则，通报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在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
方面的合作进展，还就输华蔬菜、水
果等产品风险合并评估事宜进行

研讨。同时，会议介绍并演示了由宁
波海关承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海关信息中心网站SPS栏目。

海关总署代表在会上表示，中
国海关始终致力于与中东欧国家
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开展务实合
作，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在维护生物
安全和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同时，不
断扩大优质食品农产品市场准入，
实施更高水平跨境贸易便利化措
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畅通中东欧农产品输华渠道

中国－－中东欧国家
SPS工作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
员王嫱）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
商会第六次会议分论坛昨日召
开，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政府
部门、使领馆、商协会、企业代表
等 500 余人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
与会，围绕“疫情形势下商协会与
地方合作”“农业、电子商务、旅游
等产业合作”“中小企业合作”等
热点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疫情形势下，如何通过商协
会间合作、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商
协会将如何在地方合作中发挥作
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
合作又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商
协会又将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面对一个又一个被抛出来的
问题，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
大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真知
灼见。

“中小企业推动着合作，推动
着创新，也是创造就业的重要主
体之一。然而面对持续蔓延的新
冠肺炎疫情以及日趋抬头的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中小企业面临着
极大的压力与困难。”在“共谋发
展，促进中小企业合作”议题的研
讨现场，黑海贸易与开发银行副
总裁德米尔汗以视频连线方式介
绍，“想要打破困局，需要提供更
好的融资平台。为此，我们围绕疫
情作出战略决策，宣布提供 1 亿
欧元资金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针对保加利亚一家食用油企业，
我们提供了 3500 万欧元的贷款，
我们也支持了奥地利的开发银行
赋能本地中小企业，并与土耳其
的银行开展合作，为中小企业贸
易出口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
们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占到总
额的 25%至 30%。”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驻亚投行
代表处首席代表李新星则表示，
除了大额的融资支持，小到 100
万欧元的融资，也能在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得到“量身定制”，为中
小企业解燃眉之急。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我们的
帮助，可以让他们在国际上占据
一席之地，渡过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难关。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
开展合作和产品服务项目，助推
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帮助
他们尽快满足国际标准，切实提
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相信有了中
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的支
持，未来的优势会更加明显。”保
加利亚中小企业促进局执行董事
博科·塔克夫表示。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议以“新
起 点 、再 启 航 、 再 收 获 ” 为 主
题，在随后的企业对接环节，68
家中东欧企业与近 200 家中国企
业开展了在线一对一视频对接洽
谈，达成了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涉及贸易、电商、旅游、金融等
多个领域。

新起点、再启航、再收获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
第六次会议分论坛召开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主会场宁波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朱寅寅） 作为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第二十三届中国浙江投资贸
易洽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跨国
企业绿色石化新阶段发展座谈会
昨日在甬举行。

来自美国诺力昂、英国英力
士、德国朗盛、法国必维、韩国
LG、韩国 SK、日本大安化学等
十余家跨国化工企业高管及国内

知名化工企业代表应邀参会。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代

表莫鼎革、宁波诺丁汉新材料研
究院院长吴韬以及美国诺力昂亚
太区高级副总裁樊博睿在会上分
享了“全面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新
阶段，引领打造世界一流石化产
业带”“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
石油化工产业发展的挑战与机
遇”“良好营商环境助推诺力昂
在宁波的绿色发展”等话题。

跨国企业绿色石化新阶段
发展座谈会举行

新华社宁波6月8日电
记者 于佳欣 温 馨

屈凌燕 顾小立

三江汇合，海浪逐天。宁波，这
个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
口，以更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张开怀
抱。

8 日，以“构建新格局、共享新
机遇”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在宁波盛装开幕。来
自中东欧多国的嘉宾和企业汇聚
一堂，共商合作。

“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的举办，有利于增进中国市场对
中东欧商品了解，有利于扩大中东
欧国家对华出口，有利于各方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促进经
济复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传递出中国扩大开
放的坚定态度，释放出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深化合作、共享机遇的鲜明
信号。

开幕式上，线下，来自中东欧
国家的嘉宾占了约三分之一；线
上，众多中东欧国家嘉宾通过视频
参加开幕式。

这是共谋发展，推动务实合作
的重要平台——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增进友谊、扩
大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习
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目

前唯一聚焦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盛会。博览会如期召开，正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坚持
务实导向、扩大互惠互利的重要标
志。

今 年 2 月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
开放宣示掷地有声、言犹在耳：

“中方计划今后 5 年从中东欧
国家进口累计价值 1700 亿美元以
上的商品”“争取实现未来 5 年中国
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
番”“继续推进宁波、沧州等地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
产业园建设”⋯⋯

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峰会
各项成果正在得到落实。

“感谢中国对塞尔维亚出口商
的支持，我们不会错过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这个开拓中国市场
的宝贵平台。”本次博览会主宾国
领导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视
频致辞中说。他还表示，塞尔维亚
正在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积极落实
习近平主席 2 月份为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指明的新方向。

合作的深化可以从一个个鲜
活的数据中感知：2020 年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千
亿 美 元 ，疫 情 冲 击 下 逆 势 增 长
8.4%。今年一季度，中国自中东欧
国家进口额达 81.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4.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
委员会委员王军说，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中东欧国家务实合
作，也有助于促进欧洲一体化进
程，促进中欧关系发展获得新的动
力。

这是扩大开放、推动合作共赢
的生动实践——

进博会、消博会、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一个个中国扩
大开放的盛会上，实现互利共赢始
终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重要理念
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三个“有
利于”的表述，再次表明了中国愿与
中东欧国家分享机遇的满满诚意。

波兰经济发展、劳动和技术部
副部长罗伯特·托马内克说，尽管
疫情仍在蔓延，波兰仍有酒类、农
产品、食品等 20 余家企业参加此次
博览会，不久后波兰企业还将参加
进博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些
都充分表明波兰企业在中国开展
业务的迫切意愿。

这里汇集了“高精尖”的科技
产品：从捷克引进的万丰航空飞
机、斯洛文尼亚的蝙蝠飞机、全球
反射率最低的拉脱维亚防反射玻
璃⋯⋯

这里不乏“接地气”的生活用
品：欧洲全品类家电集团、捷克国
宝级的厨具品牌、波兰网红护肤品
牌⋯⋯

把最好的产品带来，“首发首
秀”云集⋯⋯正是外商看中中国扩
大开放，市场潜力巨大，消费、产业

升级的真实写照。
这是携手并进，发掘更大合作

潜力的崭新起点——
“希望各方以此为契机，不断

发掘合作潜力，携手开辟更广阔的
合作空间。”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
发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倡议。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的
背景下，深化多双边合作，必须找
到新支点、新动能。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说，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相互投资不断扩大，
正在从机械、家电、化工等传统领
域，向物流、数字、新能源、电动汽
车等新兴产业拓展，互联互通网络
也更加立体多元。

连续参加两届进博会、蓝跃品
牌创始人奥尔森说，中国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举措让外国投资者确信，
中国将为新兴跨区域合作提供越
来越多的机会。期待中国和中东欧
国家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整合地
区资源，共辟新的合作前景。

会场外，不远处是中东欧国家
特色商品常年馆，这一平台将仅有
4 天的博览会打造成“365 天永不落
幕”的盛会。

暮色降临，宁波江北老外滩夜
色璀璨，带有“一带一路”元素的灯
光秀放出夺目光芒，目睹着这个

“甬闯世界”的港口城市扬起未来
机遇之帆，也见证着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之间绽放更加绚烂的合作之
花。

扬机遇之帆 向未来远行
——习近平主席致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贺信
释放深化合作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