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累计在

河南设立外

资企业 106 家，投

资 21.5 亿美元，涉

及机械制造、铝深

加工、房地产、餐饮

等 多 个 领 域 。 同

时，河南有 16家企

业在英国投资，投

资总额近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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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到两年时

间，我们将在伦敦

最 繁 华 的 地 区

——大英博物馆

附近，打造一个河

南经济、文化展览

馆，通过展示河南

的优质产品和文

化艺术品，展现河

南的经济文化贸

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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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德国是中国
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重要的
资金及技术来源国，中德制造业之间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4月8日，记者
从 2019中国（河南）—德国经贸合
作对接会获悉，德国也是河南企业
最为关注的发达国家之一，河南高
度重视与德国的交流与合作。

截止到2019年 1月底，德国在
河南累计投资设立外资企业93家，
实际投资 16.2亿美元，投资领域主

要 集 中 在
制造业、商
贸服务业、

化工业等领域，比如郑州人较为熟
悉的“麦德龙”就是德国企业。河
南省在德国累计投资设立企业 30
余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9.5亿美元，
郑煤机、河南林德物流、许昌大森
机电等企业通过投资并购落户德
国。河南自贸试验区依托德国帕希
姆国际机场及保税经济合作区设立
了首家境外自由贸易合作园区——

“河南—帕希姆自由贸易合作区”。
河南省在德国挂牌成立了第一个欧
洲公共海外仓。目前，河南与德国、
与欧洲的交流日益密切、合作前景
更加广阔。③9

□本报记者 谭勇

“我们以‘联系乡谊、宣传河南、
促进交流、加强合作、振兴河南’为宗
旨，促进河南海外华人华侨间的相互
合作，为更好地推动英国与河南文
化、科技、信息、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搭建桥梁。”4月8日下午，全英
河南同乡联谊会暨英国河南商会会
长王秋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
山地说。

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2006年成
立，商会2017年成立，共有1000多
名会员，与英国政府间的关系密切。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他们首次把河南
农产品与英国商家顺利对接。他们
年年参与英国中国美食节，让河南传
统美食文化深入英国百姓的心中。

“中国与英国一直有着非常良好
的国际交往关系，特别近几年，中英
的经贸往来发展呈现出更加健康化、
多样化、共赢化的态势。”王秋蕙说，

“我们在中大门设立工作联络处和
‘英国馆’，这个月11日将揭牌，目的
是把英国的文化衍生产品、保健养生
品等带到老家河南。”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郑州智慧岛
设立同乡会暨商会联络站，并促使中
英科技创新平台落户英国科茨沃尔
德地区，促进豫英科技创新交流。

王秋蕙充满信心地说，今后一到
两年时间，我们将在伦敦最繁华的地
区——大英博物馆附近，打造一个河
南经济、文化展览馆，通过展示河南
的优质产品和文化艺术品，展现河南
的经济文化贸易发展。

“这只是开始，下一步我们除了
继续把更多老家河南的农副产品对
接到英国当地，还将帮助更多项目走
出去、引进来，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王秋蕙说，这是我们的初心，更是我
们的责任。③4

□本报记者 谭勇

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的专题活动之一，
2019中国（河南）—英国经贸合作
论坛于4月8日下午在郑州举办。

豫英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希望在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增强版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河
南与英国在促进贸易、扩大产业合
作、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打
造更多‘黄金成果’。”副省长舒庆在
论坛上说。

河南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
的发展也需要河南。据了解，本次
论坛是继 2017年英国作为投洽会
历史上的第一个主宾国组织高规格
代表团参会、2018年双方共同举办
英国—中国（河南）商务圆桌会议之
后，我省与英国相关机构在省内举
办的又一推动豫英合作的重要活
动。论坛旨在推动豫英双向贸易及
投资，进一步促进我省与英国之间
的经贸合作交流。

当前，河南与英国的经贸合作
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发展。英
国累计在河南设立外资企业 106
家，投资 21.5 亿美元，涉及机械制
造、铝深加工、房地产、餐饮等多个
领域。同时，河南有16家企业在英
国 投 资 ，投 资 总 额 近 1 亿 美 元 。
2018 年，双方贸易总额近 18 亿美
元，英国的汽车、化妆品、发动机等
在河南有着广阔的市场。

豫英经贸合作机遇空前

英国驻武汉总领事霍加凯指
出，在中英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双边投
资和贸易合作至关重要。英国驻武
汉总领事馆将尽力促进双边双向投
资和贸易，促成双方企业在高端制

□本报记者 陈辉

德国百菲萨是一家为工业废物
的综合管理和回收提供创新可持续
解决方案的公司，拥有超过20年的
成熟运营经验和不断完善的先进技
术，为碳钢、不锈钢除尘灰以及铝冶
炼废物的回收和处理提供综合服务
和管理。

4月 8日举行的 2019中国（河
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上，百菲
萨集团总裁哈维尔·莫林纳说：“中
国政府现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环境
保护措施，河南的环保治理力度也
很大，这给我们创造了条件，我们希
望能够在这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
中国的环境治理是非常具有前景的
领域，一定会吸引来自欧洲的相关
企业。”

对接会的签约仪式上，百菲萨集
团与长葛市签订了合作协议。哈维
尔·莫林纳表示，百菲萨计划投资
4500万美元在许昌大周产业集聚区
内新建年回收处理11万吨不锈钢除
尘灰项目，将金属回收过程中产生的
废物进行处理，实现产业闭路循环，
进一步延伸许昌市再生金属加工产
业链条，推动该行业绿色发展。预计
该项目明年下半年能投入运营。

哈维尔·莫林纳说，河南在铝和
钢产业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省份，
未来我们将与钢铁企业进行紧密的
合作，开发更多的循环设施，实现废
物回收利用和绿色发展。③5

□本报记者 陈辉

4 月 8 日下午，2019 中国（河
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郑州
举行。副省长武国定、德国前国防
部部长鲁道夫·沙尔平、德国驻华大
使馆经济和工业参赞李涤凡等出席
对接会。本次对接会旨在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河南与德国
教育和科技交流，加强企业经贸对
接，提升河南的国际影响力。

德国一直是河南在欧盟重要的
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往来频繁、合作
密切。许昌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
园已上升为国家级合作平台，目前
落地21个合作项目，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前景。我省近年来依托独特的
区位优势，构建联通“一带一路”的
陆路通道，向西开通直达德国慕尼
黑、汉堡的双铁路线，现已实现满载
运行，主要指标保持全国前列，成为
中欧合作的典范。

武国定在致辞中表示，河南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将坚定不移实施开
放带动主战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为推
进中外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多
精彩。一些德国企业已经成为开放
新举措的首批受益者，欢迎更多德国
企业把握历史机遇，更积极地参与双
方经贸合作，做大合作蛋糕，分享合
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速度和德国质量的联手
将为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
增长空间。”鲁道夫·沙尔平说，德国
在许多产业领域有非常成功的实践
经验，河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们将
通过密切合作，借力“一带一路”建
设，整合优质资源和战略资源实现
互利共赢。河南省与德国在高端制
造、生物医药、绿色环保、先进农业
科技、科技转化和职业教育等领域
的合作必将进入更深的层次。

本次对接会对促进河南外向型
经济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特别是德国的经贸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中国德国商会上海董事
会副主席格拉德说，河南省对于欧
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来说是重要的省
份，河南是人口大省，劳动力、土地
资源丰富，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郑州、洛阳等城市已
经成为重要的航空、铁路枢纽，我们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和投资机
会。中德两国开展的双元制职业培
训是重要的一个合作平台，不仅能
够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也能促进两
国的经济合作，我们也希望加强这
方面的经济合作。

对接会上，中外嘉宾围绕“河南
新机遇”“河南对德技术合作的现状
和未来”进行了主旨对话，与会双方
企业开展了自由对接洽谈。会上，
省商务厅与德国工商大会、费森尤
斯医疗用品公司分别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长葛市政府与德国百菲萨
集团签署了不锈钢除尘灰项目合作
协议。③9

2019中国（河南）—英国经贸合作论坛举行

豫英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2019中国（河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举行

“河南速度+德国质量”创造新机遇

架起豫英合作的桥梁
——访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暨英

国河南商会会长王秋蕙

中国环保产业非常有前景
——访德国百菲萨集团总裁哈维

尔·莫林纳

河南德国合作知多少

图为 2019
中国（河南）—
德国经贸合作
对接会签约仪
式 现 场 。 ② 7
本 报 记 者 陈
辉 摄

图为2019中国（河南）—英国经贸合作论坛现场。②7 连俊凯 谭勇 摄

造、现代物流、节能环保、数字创意、
金融、专业服务等多领域合作。

论坛上，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
业务发展高级总监朱俊博、英国威
尔士政府办公室首席代表马青云分
别进行了相关推介。专题论坛环
节，英国AJW集团主席兰迪普·格
瑞沃、北安普顿大学中国和新兴经济
体研究中心高级讲师艾德里安·普
莱斯以及英国工程技术学会、奥雅
纳公司、德勤公司、英国河南商会等
英方代表，与我省的宇通客车、中原
吉凯恩、瑞贝卡、光力科技等知名企
业代表分别进行了专题发言。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河南是一

片历史厚重、极具魅力、富有活力、
充满希望的土地，正着力打造空中、
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
将中原腹地与世界连为一体，中原
大地已成为投资兴业的沃土、成就
梦想的舞台，河南与英国经贸合作
机遇空前，前景广阔。

豫英合作向纵深发展

论坛上，河南省商务厅和英国
驻武汉总领事馆共同签署了《推进
经贸合作行动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双方会在更高
层次、更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

豫英合作驶入“快车道”。双方将共
同努力推动建立企业间沟通交流、
对接洽谈的长效交流机制，全面提
升双方产业合作水平，落地一批合
作项目，促进双边投资贸易再上新
台阶。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下一步，
河南与英国还将共同培育贸易增长
点，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便利化，鼓
励双方企业拓宽贸易渠道，优化贸
易结构；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共同
分享河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
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③8

德国在许多产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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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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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优质资源和战

略资源实现互利共

赢。”

【相关】

【专访】

中国政府现在实

行了非常严格的

环境保护措施，河

南的环保治理力

度也很大，这给我

们创造了条件，我

们希望能够在这

里开发新的商业

模式。”

下图为在工商
企业跨境投资与贸
易项目对接会现场，
中英客商进行洽谈
对接。⑨3 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