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敏

“我们很高兴泰国能作为主宾
国，来到投洽会设馆参展、举办活
动。”4月 9日，在河南—泰国东部经
济走廊经贸合作交流会
上，泰国驻华大使馆商务
公使齐雅文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齐雅文说，泰中两国
关系日益密切，双边和地
区合作不断加强，发展前
景更加广阔。两国成立
了泰中贸易、投资和经济
合作联合委员会，推动在
经济、交通、农业、科学、
创新、环境等领域开展广
泛合作。

“河南有很多平台，
可 以 提 升 泰 国 和 河 南
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相信投洽
会能为所有参展方带来福利。”齐
雅文说，在过去，泰国和河南在旅
游和贸易方面已经有良好合作基
础，这次参加投洽会，希望更多中

国企业到泰国投资，同时也会让
更多泰国企业来河南投资，非常
希望在机器人技术、电子科技、航
空物流方面，与河南企业有更多
的合作交流。

据介绍，近 3 年来，
河南对泰国进出口额保
持在 6亿到 9亿美元，主
要出口商品为干蘑菇、尼
龙、铜及制品、手机、汽车
零件等，主要进口商品为
大米、化妆品、橡胶及制
品、电路开关等。

“河南 与 泰 国 经 贸
关系往来仍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应该向着更高
层面、更广领域、更深方
向拓展。”齐雅文说，应
该利用双方优势，充分
挖掘潜力，通过投洽会

平台，支持泰国、中国企业开展合
作，探索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泰
国东部经济走廊建设之间的联系，
以实实在在的经贸合作成果造福
两国人民。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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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从古丝绸之路上驼铃叮当到
“空陆网海”四路并进，一个崭新靓
丽的河南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精美的食物到音乐、舞蹈，从
服装到装饰，展现了浓郁的地域特
色和欧洲风情……

4月8日，在中国（河南）—匈牙
利经贸合作论坛上，河南、匈牙利双
方的宣传片一播放完，会场内便响
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论坛上，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姜凌、匈牙利贸易促进局副局长赖
大意·罗蓝德分别作了优势产业、开
放情况、贸易情况的推介。

“现在河南不仅形成了‘五区联
动’的发展态势，还同时推进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
之路’建设。有了这样坚实的后盾，我们对扩大在匈牙利的市
场份额更有信心了。”前来参加中国（河南）—匈牙利经贸合作
论坛的滑县鑫欣家纺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皓正说，公司主要销
售针织品、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餐厅用品等，在匈牙利已经
经营了很多年。

匈牙利SOL公司业务发展总监法兰克·罗伯特也向河南
企业推介了他们的新能源产品空气净化器，这种净化器具有
香氛功能、空气净化功能、照明功能、智能家居功能等，引起了
在场嘉宾的浓厚兴趣。河南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大家
都很重视空气质量，空气净化器需求旺盛，通过市场调研和分
析之后可以考虑合作。

姜凌表示，河南与匈牙利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我
们将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中外客商在
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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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林）4月 8日，
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重要活动，豫港国际物流
枢纽建设对话会在郑州举行。

省内外商协会、企业、高校、商
务主管部门代表等约300人聚集一
堂。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会长赵
沪湘，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高
级副主席、泰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主席苏威特，香港贸易发展局东北
华北首席代表何建荣等先后致辞或
作推介。

与会嘉宾认为，豫港两地加强
在物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恰逢其
时。香港物流业在规模、技术、效
益、管理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其成功经验与模式对于内地物
流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河南省区位条件得天
独厚，综合交通优势明显，国家战略机遇叠加，开放平台支撑
有力，加之与香港交往源远流长，经贸合作频繁，开展国际物
流枢纽建设合作，对于豫港双方都是大好机会。围绕“开放合
作”这一主题，豫港携手做好协同发展、互利双赢的文章，前景
可期，大有可为。

随后，与会境内外商协会负责人、物流货运龙头企业代表
分别围绕“在国家枢纽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
与内陆枢纽郑州协同发展的机遇与关键点”“对河南打造‘通
道+枢纽+网络’的内陆枢纽供应链物流运行体系的建议与应
该注意的问题”课题举行了两场对话，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交流。

我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时代的河南，物流业将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面向未来，我省将立足特色物流领
先优势，紧紧抓住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
机遇，推动物流大省向物流强省转变。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林 通讯员 刘晶琦）4月 8日，2019“投
资拉美”研讨会暨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推介会在郑州举
行，该活动是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专项
活动之一。

来自智利、巴拿马、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海地等国的
驻华使节和代表，就本国投资环境、贸易政策、国际合作项目
进行了推介，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杨照莹通报了第十三届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的筹备情况。江苏省、广东省等贸
促会代表及来自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
等行业的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会上，河南省贸促会与中国墨西哥商会签署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双方将在促进河南与墨西哥企业开展贸易与投资方
面深入合作。在对话互动环节，嘉宾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拉合作机遇、中国企业开拓拉美市场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拉美各国促进中拉经贸合作政策和中拉经贸合作愿
景期待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接洽谈环节，参会企业与参
会机构代表深入交流，洽谈气氛热烈。河南省贸促会下一步
将针对企业感兴趣的项目进行跟踪服务，确保推介会对接的
成果得到落实。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4月 9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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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郑州举办。

泰国是世界新兴工业国家和世
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也是“一带
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豫泰两
地合作基础好，经济互补性强。泰国
万浦集团、正大集团等知名企业长期
在豫投资发展，目前泰国在豫累计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170家，实际利用资
金12.2亿美元，涉及矿产、机械、房地
产、食品加工、饮食服务等多个领域。
2018 年河南对泰国进出口 57.8 亿
元，其中出口39.8亿元。

“随着中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
的深入交流，豫泰合作前景也必将
更加广阔。”副省长刘伟在致辞中表
示，河南对外开放的道路越来越顺
畅、环境越来越优化。本届投洽会
首设泰国、匈牙利双主宾国，将进一
步促进豫泰双方在文化、贸易、机械
制造、食品加工等多领域全面深化
合作，携手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
新亮点。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委员会副秘
书长拉萨蒙说，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并
支持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这
一倡议与泰国政府促进区域互联互
通和发展东部经济走廊（EEC）的政

策高度契合。据介绍，东部经济走廊
是泰国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工业发
达地区，泰国政府将之定位为集中高
新技术产业的经济特区和引领泰国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制定了专门法
律并设置高层级管理机构，提供最为
优厚的投资优惠待遇，将重点发展智
能电子、航空物流、数字产业、自动化
和机器人、智慧城市等新型产业。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EEC就好
像中国的河南，都是重要的交通枢
纽。”拉萨蒙说，EEC具备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可接纳中国企业落实“一带
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并可以泰国
为跳板进入东盟经济共同体大市
场。未来河南和EEC会有更多合作，
会在已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泰中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韦拉
恰伊说，泰中关系源远流长，双边贸
易、投资以及旅游合作不断深化。为
了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政府也修改了
外资投资的各项法律规定，提高外商
投资便利性。

泰国企业家商会会长李志刚
说，两国企业将通过“一带一路”与
东部经济走廊的对接而紧密合作，
使跨境双向经济活动持续增加。

“中国拥有最新的数字技术，也是
中—泰—东盟生态系统的重要伙
伴。在区域一体化的新时代，我们
将继续努力，为连接中国、泰国和东
盟经济铺路造桥。”③9

□本报记者 孙静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期间，国内外多位嘉宾围绕
营商环境建设发表了观点，国际化营
商环境是吸引投资和推动开放的重
要因素，也是境外投资者最为关心的
话题，就河南来说，进一步提升营商
环境的着力点在哪儿？国际国内又
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记者就此
采访了多位嘉宾。

“格鲁吉亚的营商环境非常友
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的排名中，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排在第
16位。”4月 9日，在“一带一路”境外
经贸合作论坛现场，格鲁吉亚经济与
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阿卡基·萨基拉
什维利说，格鲁吉亚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关键在于多式联运物流体系的
搭建及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自
由贸易协定，同时，作为欧洲和亚洲
之间的天然桥梁，格鲁吉亚通关流程
非常简单，并以此吸引外贸往来。

对于具有交通枢纽优势的河南
来说，从政策上释放外贸利好、从硬
件上构建多式联运体系、从制度上推
动通关便利化，无疑是提升营商环
境，吸引要素聚集流通的路径之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

长卢鹏起认为，要通过深化多边合
作，不断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水平。
在投洽会开幕式上，卢鹏起说，营商
环境的国际化与区域开放程度相辅
相成，只有进一步加强“走出去引进
来”，河南的国际元素才会增多、国际
范儿才能更足，成功打造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贸促会也是从这方面入手，
不断深化与国外贸促机构的合作，为
河南搭建更多对外交流合作平台。”

出席投洽会国际化营商环境郑
州论坛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黄金
川认为，河南营商环境建设的下一步
着力点应放在“人才”和“诚信建设”
两个方面。

“河南有 1 亿人口，人口红利
大，但高、精、尖人才不足，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新经济人才队伍还比较薄
弱，若各地能通过利好政策、待遇等
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必将推动营
商环境迈向国际化。”黄金川说，营
商环境优化的关键点还在于“诚信
社会”建设，建议河南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从“政务诚信”入手，加强各
领域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做好信用
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
落实对诚信的奖惩管理，让制度落
到实处，从而营造全社会讲诚信的
良好营商环境。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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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第十三届
投洽会主宾国之一的
泰国国家馆。②7 本
报记者 宋敏 摄

本届投洽会上，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吸引众多商家前来洽谈。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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