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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博覽會東北亞博覽會 開創區域共同繁榮發展新局面開創區域共同繁榮發展新局面

東北亞地區擁有17億人口，經濟總量佔全球五分之一，東
北亞各國在能源、資源、資金、技術等方面互補性強，區域一
體化進程近年不斷加快，區域經濟合作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

作為世界上唯一由東北亞6國共同參與並面向全球開放的國

家級國際性區域綜合博覽會，歷經8載的東北亞博覽會已成為推
動東北亞區域各國開展經貿交流合作並向世界開放的重要平
台，東北亞區域各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促進東北亞區
域各國間對話交流的重要途徑。

高層次大規模 參觀人數突破50萬
本屆博覽會特設東北亞旅遊館和文化產業館、台灣和香港

商品館、食品醫藥和科技電子專業館、投資合作館等主題展
館，共設2600個國際標準展位。博覽會吸引了661戶企業參展，
其中境外企業443戶，參展比例高達67%，比去年提高26個百分
點。博覽會期間，參觀人數突破50萬人次。

在增加 「量」的同時，本屆博覽會還注重 「質」的提高。
前來參加博覽會的國內外副部（省）級以上政要達140位；116
戶世界500強企業和大型跨國公司的118位中國區副總裁級別以
上高管，154 戶央企、國內 500 強和大型民營企業的 160 位副總
裁級別以上高管，以及120戶國內外知名金融投資機構和104家
知名商協會參會；展會還特別重點邀請東北亞、東南亞和歐美
國家的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和國內央企、大型民企的優質、名
牌、特色、高端商品參展。

商貿投資額逾2000億元
10 日，第八屆中國吉林．東北亞博覽會在長春國際會展中

心舉行投資項目簽約儀式，選定了60個投資規模較大、區域特
點突出的合同項目在這裡集中簽約，簽約項目投資總額1220.92
億元人民幣，引資額1147.02億元人民幣。

本屆博覽會商貿投資成果顯著，對外商品貿易成交額達7.63
億美元，比第七屆增長 14.6%。國內貿易成交額 20.73 億元人民
幣，比第七屆增長13.8%。共簽訂投資合作合同項目259個，總
投資額達 2265.92 億元人民幣，比第七屆增加近 428 億元人民
幣，其中，引進域外投資2135.56億元人民幣。簽約項目中，超
5億元項目113個，10億元以上項目71個。

70項會議活動 創地區合作交流務實平台
作為第八屆東北亞博覽會的重要內容，第六屆東北亞經貿

合作高層論壇在博覽會開幕式後即舉行。東北亞六國和相關國
家的政府官員，世界500強和跨國公司高管，國內外金融和投資
機構高管，中外知名採購商、投資商、參展商，以及工商界、
學術界代表共計500餘人參加論壇。

本屆論壇突出 「交流、合作、互惠、發展」的主題，重點
圍繞 「磋商合作框架，促進健康、和諧、可持續發展，實現互
利共贏」議題展開多邊對話，協調和解決合作中的一些重大問
題。繼續深入探討建立適合本地區實際的合作機制，構建東北
亞區域合作框架，攜手推進東北亞區域發展與繁榮。

本屆博覽會共舉辦各類會議活動70項。其中，高規格會議
論壇18項；形式多樣的投資貿易活動29項；豐富精彩的文化交
流活動 16 項；專項活動 7 項，各項會議的國際層次和內涵進一
步提升，並結合吉林省與各國、各地區對外交往與合作的實際
需求，重點打造東北亞區域合作新平台。

博覽會期間，2012中國企業500強發布會暨中國企業高峰會
和2012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長白山）論壇在吉林舉辦，深化吉
林省與國內500強、央企和民營企業的合作。同時，吉林省還舉
辦中國東北三省─韓國經濟合作論壇、第32屆中日經濟知識交
流會、東北亞國際區域旅遊發展大會等會議論壇，鞏固東北亞
區域合作；舉辦東南亞（台港澳）─中國‧吉林經貿洽談會，
發展與東南亞合作的良好勢頭；舉辦中美（吉林）經貿交流
會、歐盟─中國（吉林 2012）投資貿易洽談會和美大地區友好
論壇，進一步拓展與歐美的合作領域。

6日，第8屆中國吉林．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開幕儀式，來自世界
109個國家和地區的1萬多名客商及逾百位國內外政要出席。博覽會歷時6天，吸引國內外參
會客商總數達10萬人次，共簽訂投資合作合同項目259個，總投資額達2265.92億元人民
幣。 文：馮俁

經國務院批准，從第九屆開始，東北亞博覽會將正式更
名為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

從 「中國吉林‧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到 「中國—東
北亞博覽會」，減少博覽會名稱中的6個字，能更好地體現展
會在地域範圍上的包容性，彰顯其國家級、國際性和綜合
性，又為我國周邊區域的國際合作搭建了三足鼎立、均衡發
展的博覽會平台戰略架構，有利於東北亞各國在科技、文
化、教育、法律、旅遊等領域更廣泛地開展交流合作。

歷經八年的快速發展，東北亞博覽會已成為東北亞區域
重要的經貿交流盛會、東北亞區域各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
窗口和促進東北亞區域各國間對話交流的重要途徑。據悉，

第九屆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將重點加強國際對話，切實
發揮博覽會的彈性外交功能；加強經貿合作，切實發揮以經
促政的平台功能；加強文化、科技、教育、旅遊等方面交
流，切實發揮博覽會民間交往功能。

具體而言，就是要使東北亞各國間、東北亞各國與世界
間的對話更加務實，真正把東北亞各國之間關心的、世界關
注的話題放到博覽會期間探討，官產學研等各層面互動；通
過以經促政來實現東北亞各國的共識、共享、共贏。東北亞
博覽會平台集中展示東北亞各國的文化精髓，在東北亞區域
文化、科技、教育、旅遊等方面進一步形成整合效應。

2012中國企業500強發布暨中國大企業高峰會1日在吉林省
長春市隆重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
會主辦，吉林省承辦，會議以 「做強做優：世界經濟變局下大
企業可持續發展」為主題，旨在發布大企業信息，探討大企業
成長規律以及為大企業的合作與交流搭建平台。

企業家和大企業、跨國公司代表、專家學者、政府部門代
表等共 1200 餘人參會，參會 VIP 嘉賓人數亦創歷屆之最，海爾
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張瑞敏、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中
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董事長徐建一、上海綠地集團董事長張玉
良、復星集團首席執行官梁信軍、正威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王
文銀、埃森哲公司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楊葳、青島港（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傳等企業家紛紛圍繞主題作大會發
言。

會上發布了2012中國企業500強、中國製造業500強、中國
服務業500強名單及其分析報告。峰會代表皆認為，中國企業聯

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推出中國500強企業，不強調排名，而注
重通過企業經營數據的分析研究反映中國大企業的成長，將有
利於配合國家大企業戰略的實施，推動中國企業做強做大做久
和國際競爭能力的提高。峰會還就打造製造業企業新競爭優
勢、服務業企業做大做強、加快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等議題進
行充分的交流探討。

吉林38簽約項目投資總額逾千億
本次高峰會期間還舉行了項目簽約儀式，吉林省與國內500

強企業在重點產業、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等領域集中簽約38個
重點合作項目，投資總額達1274億元。此外，吉林省還精心策
劃和組織了招商洽談項目 274 項，總投資 2755 億元。會議期
間，有 10 戶 500 強企業與吉林省就招商項目開展洽談，標誌
吉林省與500強企業合作取得新成果。

香港連續兩屆東北亞博覽會設立 「香港時尚館‧長春」（香港商品
館），6天展期共吸引29萬名當地市民進場參觀，入場人次較去年上升
約3.5%。據香港貿發局現場問卷調查，超七成半受訪者消費額超過500
元人民幣──在 「家門口」選購來自香港的優質產品，對消費者實是
一種誘惑。

香港商品館本次集合113家香港企業、共逾150個優質品牌參與，
其中超100個品牌更是首次登陸吉林省，為觀展消費者帶來珠寶配飾、
服裝精品、家庭用品、美食、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等各式時尚產品。德國
寶的主打產品 「保健養生鍋」在展會第二天迅即售罄。東北消費者追求
生活質素，從這次展會保健用品大賣也可見一斑。此外，多元化的香港
食品成為也成為展館亮點，更有食品類品牌透過此次展會洽商成功，有
望入駐吉林市場。

香港商品館現場組織了逾百回 「一對一商貿配對」洽談會，為港商
和吉林省以至周邊地區的企業、進口商、分銷商及零售商等穿針引線，
協助更多香港優質品牌長期落戶東北，也讓兩地商家物色合作夥伴，攜
手開拓龐大的內銷市場。

據悉，某參展港商品牌當場和長春卓展超市達成初步合作協議，把
旗下醬料品牌引入吉林，年內吉林省的消費者即能買到道地港產醬料
了。歐亞集團、卓展百貨集團、海航美麗方時尚購物中心等吉林省知名
企業亦積極和參展港商商洽，為雙方日後合作鋪路。

香港貿發局近年在多個城市舉行大型購物展，累計入場人次超過
400萬，為不少港商帶來進駐內銷市場的商機。此次在東博會這個區域
商貿大平台下，集合百多個香港品牌，引起群聚效應，更加期望展覽能
為香港和長春，以至整個吉林省的零售商和代理帶來發展的新機遇，推
動兩地經貿合作更上一層樓。

連續6年亮相東北亞博覽會的台灣精品，此番誠意呈
備10項 「全球第一」的科技產品，如全球第一台PC界面
的體感娛樂系統，全球第一台疲勞偵測器，更有新一代光
觸媒捕蚊器、可以說話的咖啡機、360 度無死角的魚眼監
控器……實令觀者體驗一回科技改變生活的驚喜。

台灣精品館匯聚消費電子、電動車、影音等行業65家
台灣最精品知名品牌，在台灣精品館設立400個展位，並
劃分 「影音體驗」、 「運動休閒」、 「智慧保健」和 「繽
紛生活」四個主題展區及台灣深層海水形象館，希望以此
良機拓銷大陸乃至東北亞區域各國市場。

台北世貿中心副秘書長葉明水表示，作為台灣優良產
品之共同標誌， 「台灣精品」由台灣精品評審委員會根據
「研發、設計、質量、營銷」四項標準選出，代表目前

台灣產業領域的最高工藝和科技。

在 8 日舉行的 2012 東北亞半導體照明技術及應用創新
論壇上，長春高新區黨工委書記楊俊良表示，長春高新區
將牢牢把握發達地區LED技術擴散和產業轉移契機，大力
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推動LED終端市場應用，全力打
造吉林省LED產業核心區，國家級LED產業示範區，東北
亞LED高端產品展示、交易及自主創新中心區。

當前，LED產業發展前景被普遍看好。國家科技部、
財政部等部委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鼓勵產業發展的規劃性、
導向性政策。長春市結合區域發展現狀，明確提出以長春
高新區為主，舉全市之力打造國家級LED產業示範基地。

「長春高新區具有發展LED產業的區位、產業基礎、
市場規模、創新研發、人才資源和政策支撐等優勢條
件。」楊俊良說，作為首批國家火炬計劃光電信息技術產
業化基地，長春高新區集聚了希達電子、奧來德光電等一
批優勢企業；中科院長春光機所的LED顯示技術處於世界
領先水平。長春高新區還打算與國家半導體中心、長春光
機所共同建設國家級半導體重點實驗室，打造國內最具創
新能力的研發平台。

據介紹，長春高新區傾力打造的國家級LED產業園項
目位於長東北核心區，一期佔地面積 1 平方公里，預計總

投資60億元，建設周期為五年。
園區發展布局為 「四區一中心」， 「四區」即集成光

源模塊生產區、燈具成型區、產品研發區及生產服務區，
將重點集聚外延片生產、芯片製備、芯片封裝、產品應用
企業以及實驗檢測機構等； 「一中心」即長東北核心區光
電產品體驗及展示交易中心，將集中展示國內外半導體照
明及顯示產業最新科技成果，構建集方案設計、檢驗檢
測、標準認定、體驗展示及交易於一體的全鏈條多層次服
務平台，實現製造、設計與應用體系全面融合發展。

楊俊良表示，長春高新區將率先在財政投資公共照明
領域實施一批LED應用示範工程。強化重大項目帶動，依
託優勢 LED 企業科研成果，撬動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大項
目，加速 LED 芯片的產業化進程，迅速提升集成封裝能
力，實施大功率LED應用產品研發生產項目，打造全鏈條
產業集群；積極推動符合條件的LED產品和關鍵裝備通過
自主創新產品認定，納入政府採購產品目錄和節能環保產
品目錄；重點建立政策性資金、產業基金、創投基金和銀
行貸款等互為補充的產業資金保障體系，實行 「一條龍」
無縫隙服務。

「到2015年，通化市生物產業產值將達到1000億元以
上，形成10個銷售規模超10億元的生物品種，生物企業數
量達到300家。」6日，在第八屆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醫
藥產業專題對接會上，通化市委書記劉保威表示，該市依託
科技創新由普通中成藥生產向生物製藥轉型，打造千億級生
物產業基地正在實現加速跑。未來，會鼓勵、支持企業在東
北亞區域市場發展醫藥項目，從而佔領國際市場，把通化醫
藥產業推向全世界。

據了解，自 1995 年實施醫藥城建設發展戰略以來，通
化的醫藥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年均增速保持在 30%左
右，主要指標始終位居吉林省第一位。形成了醫藥產業集
群、研製開發了一批高科技醫藥產品、培養了一批專業技術
和經營管理人才、建立了比較穩固的產品營銷網絡、強化了
質量監管體系建設。

今年以來，通化東寶藥業基因重組人胰島素注射劑三期
工程、四長醫藥工業園、通化生物科技園等項目的相繼開工
建設，國內百強醫藥企業和美國輝瑞製藥先後落戶通化，上
下游產業銜接、布局合理、產品差異化的現代醫藥產業集群
基本形成。劉保威說， 「通化未來的發展潛力更大，商機無
限。我們將圍繞建設國家新型工業化醫藥產業示範基地，繼
續加快轉變醫藥產業發展方式，強化科技創新和企業集群化
發展，以醫藥高新區、國家創新藥物孵化基地等科技創新平
台為載體，加快建設國際化程度較高的醫藥名城」。

另據介紹，通化在本屆東博會期間有 50 個重大合作項

目正式簽約，總投資額達到 470.3 億元。其中醫藥類項目 6
個，總投資額31.3億元，包括四環控股投資4億元建設四長
製藥藥品生產基地、廣東大光藥業投資2.7億元建設中晟製
藥生產國家一類新藥等。

通化市市長田玉林表示，加快振興崛起，更需要域外企
業的積極參與。通化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優越的環
境、更加優質的服務，將讓每位投資者獲得豐厚的回報。把
通化鍛造成為企業家投資興業的樂園。

下一屆：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 ！

中國企業500強發布暨中國大企業高峰會長春舉行

長春打造國家級長春打造國家級LEDLED產業示範區產業示範區

通化領銜吉林醫藥深拓東北亞市場通化領銜吉林醫藥深拓東北亞市場

香港館受捧香港館受捧 洽商助港品牌入吉洽商助港品牌入吉

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已成為本地區各國合作大平台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已成為本地區各國合作大平台

▲中國企業▲中國企業500500強發布暨中國大企業高峰會強發布暨中國大企業高峰會舉行現場舉行現場

▲▲6060個合同項目集中簽約個合同項目集中簽約

博覽會人氣旺，香港商品館吸引博覽會人氣旺，香港商品館吸引2929萬消費者入場萬消費者入場

香港館香港館 「「激情水鼓激情水鼓」」 表演表演

▲台灣館產品大賣▲台灣館產品大賣

▲通化與四環控股、廣東大光藥業分別簽署項目合約▲通化與四環控股、廣東大光藥業分別簽署項目合約

台灣館台灣館 感受科技雲端生活感受科技雲端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右），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偉根
（左）陪同下參觀展館

▲王岐山作主旨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