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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交會進口商「帶路」國佔過半
受國際經貿形勢等因素影響 採購商到會情況料難樂觀

廣交會力邀
更多採購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第 125 屆廣交會開幕發
佈會昨日在廣州舉辦，廣交會

採購商專業化水平提
升，與海外工商機構、行
業工商機構合作邀請採購
商

新聞發言人徐兵透露，此次展
會進口展共有 38 個國家及地區
的 650 家企業參展，其中「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約佔
55%。而受國際經貿形勢等多方

精準邀請在當地國家
和地區的領先專業採購商

面因素影響，預計今年採購商到
會形勢「面臨壓力」，其中美國採

針對世界零售商 250 強和
新採購商進行對口邀請

購商上屆到會人數已有下降，今年
仍不樂觀。

充分利用全球各大社交媒體、互
聯網加大對新採購商邀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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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加強與老採購商重點關係管理，提供衣食
住行、貿易配對增值服務，吸引更多老採購商

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最新
數據顯示，第 125 屆廣

交會設置展位總數 60,651 個，出口展按
16 大 類 商 品 設 置 51 個 展 區 ， 展 位 總 數
59,651 個，參展企業 24,846 家，企業參展數比
上屆略有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廣交會進口展共有來自 38
個國家和地區的 650 家企業參展，有 10 個國家和
地區展團，比上屆增加了以色列、科威特、菲律
賓等四個國家，參展進口商也增加了14家。
徐兵還透露，廣交會進口展有21個「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參展，佔進口展國家和地區總數的
55%；土耳其、埃及、印度、尼泊爾、馬來西亞、
泰國等6個國家展團和中國澳門、中國台灣2個地區
展團，佔展團總數的80%；參展企業383家，佔比
約60%；展位數量630個，佔比63%。

美採購商連屆下降
在採購商方面，由於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宏觀
貿易等因素影響，加上此次廣交會恰逢多國重大
節日，徐兵預計第 125 屆廣交會採購商到會情況
將會比較嚴峻。他還強調，「美國作為僅次於香
港的廣交會採購商第二來源地，124 屆廣交會美
國採購商已比 123 屆廣交會有所下降，此次美國
採購商到會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相比之下，在廣交會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及地區的精準對接下，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及地區的採購商和參展商近年都呈現上升趨
勢。
徐兵表示，未來廣交會將繼續吸引「一帶
一路」沿線市場、重要客源地、世界零售
商 250 強和新採購商與會，提升與會
採購商質量，實現更高質量的採
購商來源地多元化和全球
化，將有超過 210 個
國家和地區的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拓東南亞市場 回避「貿戰流彈」
■參展商的
準備工作進
入 最 後 階
段。 中新社
■徐兵

■參展商在
會場上忙碌
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購商與會參觀採購。他甚至承諾「計劃兩年至三
年內與全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牽線灣區
「帶路」
合作
帥誠 廣州報
道
） 第 125 屆
對於近年廣交會上美國和「帶路」沿線國家及
廣交會今日正
地區採購商人數的此消彼長，廣東省中小企業發
式在廣州開幕，
展促進會執行會長謝泓表示，貿易保護主義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頭對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造成了一定挑戰，美國
採訪多家參展商了
屢次提出加稅對世界各國的貿易信心都將產
解到，近年「一帶
生影響。
一路」沿線國家及地
而廣交會一直以來為世界各國參展數和
區的出口商機越來越
採購商提供了一個良性競爭和交流的平
多，企業不但能在東南
台，尤其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亞賺到數千萬元，亦能避
及地區的吸引力不斷增加，隨着
免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
浙江清化機電有限公司近年
進，大灣區內的產業將會與
成功打入「一帶一路」市場，據公
「帶路」國家及地區企
司市場總監劉先生介紹，公司主營家
業有更多合作機
用汽車清洗機，目前最大的出口銷售區
會。
位於東南亞，「東南亞市場的蓬勃發展讓我
們去年的產品總銷量達到 6,000 萬元人民

幣，也避免了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
劉先生坦言，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
動下，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出口商機將越來
越多，尤其是中東和非洲地區的發展潛力
巨大。

「帶路」
國基建尚待改善
但他也表示，這些地區還處在全面推進
基礎設施建設階段，相關產業在當地的需
求會隨着基建的不斷完善而增大。
作為一家連續參展近 20 年的老牌企業，
來自浙江寧波的亞達電器有限公司在展位
上展示了近百種工業及便攜式維修燈具，
據該公司產品經理龍先生介紹，公司目前
專做產品出口業務，此次廣交會上公司展
示的新品約佔 20%，去年產品總銷售額超
過3,500萬美元。
龍 先 生 指 出 ， 公 司 目 前 約 有 員 工 200
人，其中設有專門的產品外觀和功能設計
部門，每年會根據不同國家及地區客戶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由全球化智庫（CCG）
和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
（CAFIEC）聯合主辦、聯合國駐
華代表處（UN China）協辦的第
五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昨日在
京舉行。多國駐華使節和國際人
士圍繞「一帶一路」提供的多國
合作新平台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
話題展開圓桌討論，並認為此倡
議在全球化 4.0 中發揮的積極推動
作用，將助力打破保護主義壁
壘，建立多國合作的連通性。
上月，中國和意大利在羅馬正
式簽署了政府間關於共同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
錄，而意大利也成為首個簽署
「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的
G7國家。
意大利駐華公使馮竹森透露，
雙方還達成了遵守各自國際義務
的共識，即意大利依然保持歐盟
身份並遵守歐盟的相關規則，所
有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項目
也將遵循經濟、金融、財務、社
會、環境的可持續性標準，並保

證公平的市場競爭。他表示，意
大利相信「一帶一路」將是一條
互聯互通的大道。
愛爾蘭駐華大使李修文則認
為，「一帶一路」倡議是很好的
基石，愛爾蘭對此也非常感興
趣，也想要尋找到與中國形成合
力、在多邊規則之上共建互聯互
通的方案。「希望通過『一帶一
路』倡議，能在歐盟和亞洲之間
更好地建立連通性。」他說。

華擴開放 非洲獲機遇
與歐洲國家的反覆審慎不同，
大多數非洲國家早已擁抱了「一
帶一路」倡議，他們期待即將到
來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能夠為非洲找到更多
發展機遇，並更好地對接非洲自
身發展方案。
來自非洲的加納駐華大使愛德
華．博阿滕稱，加納早在2017年6
月就加入「一帶一路」大家庭，
他相信「一帶一路」倡議是窗
口、也是平台，能夠幫助加深國
與國之間的討論，建立共識以及

■第五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開幕式。
新的互聯互通渠道。
「中國擴大開放對非洲國家意
味着前所未遇的巨大機遇。」博
阿滕說，「希望中國市場能幫助
加納種植可可的農民實現某種程
度的脫貧。」

參與其中 才有權評「帶路」
圓桌討論中，有些外國嘉賓對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透明度提
出質疑。對此，古巴駐華大使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格爾．安赫爾．拉米雷反駁指
出，所謂「透明性」，只有外部
的人才會談論，而真正和中國打
交道的這些國家並不會抱怨透明
性。
「比如你問拉美和非洲的國
家，他們會非常高興和中國合
作，並不會有透明性的擔憂，」
拉米雷說，「只有第三方的人在
談論透明性，但是，只有真正參
與其中的人才有發言權。」

全球化增不平等 保護主義非解藥

中國與全球化論壇聚焦共建「帶路」

需求進行產品定製化設計，以此開拓更多
海外市場。

短單成廣交會新特徵
他還表示，公司的產品年銷量維持在
20%左右的增長率，歐美、俄羅斯等國家
及地區目前仍是主要客戶來源地。「與往
屆廣交會老客戶成交長訂單相比，近年成
交訂單逐漸呈現交易周期短、訂單來源碎
片化的特徵，這一變化也讓我們開始嘗試
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市場尋求
新的商機。」
龍先生坦言，近年來自「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及地區的廣交會採購商明顯增多，
這得益於廣交會在邀請採購商時對「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精準對接。
龍先生也坦言，近年參展廣交會主要為
了維持與老客戶的關係，而結識新客戶也
越來越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聯合國駐華協調員
羅世禮在由全球化智庫（CCG）和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
作學會（CAFIEC）聯合主辦的第五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
呼籲，要警惕全球化進程中不平等現象加劇的風險，但解決
此風險的方法絕對不是「國家保護主義」，因為全球化 4.0
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應對風險作出的改變必須在國家以及國
際層面同時發生。
羅世禮認為，目前科技在第四次工業化革命中快速進展，
這意味着教育、生產、健康等領域的基本生活方式會遭到重
大變革，「當然，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機遇。」他強調，全
球化 4.0 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關於「不平等現象不斷加
劇的風險」的解決辦法絕不是「國家保護主義」，「挑戰意
味着我們必須要拿出全球化的解決方案，循規蹈矩是絕對不
夠的。」

社保體系需調整
羅世禮指出，妥善管理全球化 4.0 的風險，意味着我們需
要整體地調整對經濟的做法，調整社會健康以及社保體系
等，以確保人們不會掉隊，確保經濟增長是普惠包容性的，
同時加強可持續的社會與環境發展。
同時，羅世禮指出，另一個積極的發展是，中國成為了多
邊合作的支持者。「要維護全球貿易機制、更好地監管全球
貿易。」巴黎和平論壇總幹事Justin Vaisse談及全球化4.0趨
勢時稱，「中國、歐盟需共同抵制單邊主義。」他同時提到
特朗普單邊主義的做法稱，歐盟對此並不贊同，並已經與中
國在技術領域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面有着密切的溝通。
「全球化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又是一個漫長的
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商務部原部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
協會會長、CCG 名譽主席陳德銘認為，當前全球化面臨的
緊迫問題是與時俱進地修改或完善國際多邊規則，其背後更
緊迫的問題則是如何構建新型的大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