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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引领 珠海打造中拉合作先行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深冬
的巴西，迎来了一批跨山过海远道而
来的中国客人。

7月 11 日至 13 日，中国广东省
珠海市先后在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举
办了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中国
（珠海）经贸介绍会，在巴西圣保罗
举办了中国（珠海）－巴西（圣保罗）
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这两场具有历史
意义的经贸交流会上，珠海代表团与
巴西企业家们深入洽谈，向巴西各界
重磅推介了将于今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珠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拉美国
际博览会”。

当前，珠海迎来了“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
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等一系
列新的重大机遇，在交通区位、创新
开放、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正日益
凸显，正在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创
新高地和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支点，着力打造开放型发展新
格局。中国珠海与巴西各地在多领域
的合作必将进入新阶段。

▲即将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 中新社

▲珠海市委书记郭元强（右）与圣保罗市长约翰·多利亚（左）举行会谈。� 《南美侨报》

▲交流会现场。� 《南美侨报》

跨国路演 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珠海市代表团此次拉美之行，共访

问了秘鲁、智利和巴西三国，其中在巴

西就举办了两场经贸交流会，可谓一次

历史性的访问。密集的“跨国路演”背

后是对与巴西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

合作的期待。

7 月 11 日，珠海代表团出席了在巴

西圣埃斯皮里图州举办的巴西（圣埃斯

皮里图州）－中国（珠海）经贸介绍会。

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元

强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他表示，珠海

与圣埃斯皮里图州维多利亚市是友好城

市，在港口、旅游、文化等方面合作现

状良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继续扎实

推进双方在商贸物流、旅游休闲等领域

的交流和合作，谱写友城合作新篇章。

同日，代表团还与圣埃斯皮里图州州长

保罗·哈特和维多利亚市市长雷泽德就

巩固和加强现有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

域、丰富合作内容等方面亲切交流。保

罗·哈特和雷泽德表示将积极参与中拉

博览会。

两天之后，珠海市代表团在巴西圣

保罗举办中国（珠海）－巴西（圣保罗）

经贸合作交流会。郭元强在致辞中表示，

当前珠海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发展机

遇，巴西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现代农业、

矿业等产业发达，与珠海产业互补性强、

契合度高，双方合作拥有良好的基础和

广阔的前景。珠海将与巴西等拉美国家

在商贸物流、农牧产品、航空制造、旅

游休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为中拉

合作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打响品牌 中拉国际博览会得到积极响应
今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首届“中国－

拉美国际博览会”将在广东珠海举办，

这将是中巴两国政府和企业搭建对接交

流、共赢发展的良好平台。珠海市代表

团此次拉美之行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推

介中拉国际博览会，并取得积极反馈和

效果，在海外打响了“中拉国际博览会”

这个品牌。

中拉国际博览会是中国国家行为，

是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批准，由

中国国际商会主办，由广东省自贸办、

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珠海市政

府承办。本届展会的主题是“相知无远

近，万里尚为邻”，将以经贸合作为核心，

以科技和农业合作为支撑，围绕商品贸

易、服务贸易、技术合作、投资金融、

旅游合作等领域组织相关展览和会议活

动，将在全新领域努力打造集形象展现、

产品展示、商务洽谈、人文交流于一体

的国际性展会。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

横琴新区片区党委书记牛敬介绍，本次

博览会就是为了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中拉发展战略对接，顺应中拉合作

大势而举办的，是中国首个专门面向拉

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综合性国际性展

会，也是扩大中巴经贸合作的重要渠道、

中巴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科技人文交

流的重要纽带。中拉国际博览会具有展

会定位高端、参展条件优惠、展会坚持

国际服务标准等特点。

定位上，展会主要面向拉美和加勒

比海地区，规划展出面积 3 万平方米，

计划展出企业 400 至 500 家，预计吸引

入场观众 4 万人次以上；参展条件上，

本届展会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最优

厚的参展条件，包括所有境内外参展商

免收展位费、提供展台设计搭建服务、

人员差旅安排服务等，基本保证参展商、

专业观众做到无忧参展；服务上，展会

配套环境一流，环境优美、生活便利、

美食文化丰富、住宿条件一流、交通十

分便捷，境内外参展商和专业观众，都

可按照实际发生差旅费用给予一定程度

的交通、餐饮和住宿补贴，各位客商在

珠海将享受到愉悦而独特的参展体验。

本次展会的招商招展由中国国际商会统

筹进行，珠海华发集团作为展会执行机

构。

中拉国际博览会得到了巴西各界的

积极响应。圣埃斯皮里图州州长保罗·哈

特和维多利亚市长雷泽纷纷表示将积极

参与中拉国际博览会；圣保罗市市长约

翰·多利亚高度评价珠海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专业高效的政府服务，希望巴西企

业积极参加中拉国际博览会，不断深化

两市交流合作。

搭建载体 中国率先规划建设中拉经贸合作园
拉美一直是珠海对外合作的重点地

区，多年来取得较好的合作基础。早在

2001 年，珠海本土企业、全球最大的空

调制造商格力电器已在巴西设立空调生

产基地；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

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在珠海设立在华

的首家合资球团矿厂；今年 7 月 1 日，

巴西维多利亚港至珠海港航线实现首次

直航。

珠海横琴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科

技创新的先行区、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一带一路”重要枢纽，是中国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空间最广、政策支持幅

度最大的区域之一。

为了将“一带一路”倡议同中拉合

作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推动中拉务实

合作，横琴在中国率先专门规划建设了

中拉经贸合作园。

据了解，中拉经贸合作园已于去年

4 月动工，首期 3.5 万平方米主体结构

现已封顶，正进行室内装修，今年内将

具备企业入驻、开业运营的条件。该项

目总投资约为 25 亿元人民币，总建筑

面积 24.4 万平方米，将为中拉双方的文

化交流、旅游交流、跨境电商、经贸服务、

现代商服等提供载体与平台。

此外，珠海横琴还将在中拉国际博

览会开幕前推出一系列专门针对拉美的

优惠政策，从投资贸易便利、财税资金

扶持、平台服务保障等方面扶持拉美企

业在横琴发展，搭建永不落幕的展会。

企业逐渐成为中拉合作的先行军。

珠海港集团提出，将持续加强与中远海

运等大型航运企业的合作，推动港口贸

易物流环境优化改善；大力投入人力和

物力谋划落实与巴西港口直航航线的开

通，为横琴的中拉跨境全融合服务平台

项目和高栏港的拉美综合保税物流枢纽

项目的实施奠定海上物流通道基础；努

力推动珠海港成为中巴贸易中转地，进

一步提升两地港口的规模与吞吐量，带

动中巴两地的贸易往来与经济增长。 

未来期待 打造拉美经贸合作先行区
当前，珠海迎来“一带一路”建设

深入推进、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等一系列新的重

大机遇，正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高地和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支点，在交通区位、创新开放、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正日益凸显。

专家认为，珠海当前面临着建立经

济特区以来的第二大历史发展机遇期，

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珠海要想把发

展机遇变为发展优势，需要深入推动开

放引领发展战略，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培育开放型发展新优势，构建

开放型发展新格局。与巴西等拉美国家

的交流与合作，将能为珠海建设开放型

经济体系增加独特的竞争优势。

珠海正大力实施开放引领战略，加

快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搭建多元合作

平台，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直接经贸

联系，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珠海将凭籍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良好

的创新开放基础、优质的营商环境，在

深入推进与巴西经贸合作交流的同时，

为中巴深化务实合作发挥好载体和枢纽

的作用。

据了解，珠海将打造对拉美国家经

贸合作的先行区。建设与葡语、西语国

家经贸合作平台，利用澳门葡语、西语

国家资源，联合商协会、国际知名会计

师、律师事务所，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投资银行，探索建立政府机构、商协会、

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双

向投资平台。健全信息搜集整理机制，

制作葡语、西语国家投资指南，动态发

布投资信息，支持企业与拉美产业集聚

区产业孵化基地对接，稳健开拓拉美市

场。

中拉国际博览会
将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国－拉美

国际博览会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一、展会定位高端。展会主要面

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分为拉美特色、

中拉合作、珠海馆三个展区，重点是

拉美特色展区，将邀请拉美企业展出

拉美特色食品及农产品、文化旅游产

品、健康医疗服务等。中拉合作展区

主要展示中国大型企业与拉美经贸往

来成果，珠海馆主要展示珠海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展会将通过全

方位媒体宣传，向全世界展示中拉项

目和中拉合作成果。

二、参展条件优惠。本届展会为

各位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最优厚的

参展条件，包括所有境内外参展商免

收展位费、提供展台设计搭建服务、

人员差旅安排服务等，基本保证参展

商、专业观众做到无忧参展。本次展

会的招商招展由中国国际商会统筹进

行，珠海华发集团作为展会执行机构。

三、展会坚持国际服务标准。珠

海常年举办国际重大展会活动，已拥

有一批丰富经验的国际化展会服务队

伍，专业服务与国际接轨，确保展会

宣传资料、展品通关运输、展馆标识、

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面对接国际标准。

展会配套环境一流，珠海是中国

首个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

最佳范例奖”的城市，环境优美、生

活便利、美食丰富、住宿条件一流、

交通十分便捷，一个半小时能抵达香

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国际机场。

珠海机场连接中国主要城市；高铁通

达北京、上海及多个省会城市，境内

外参展商和专业观众，都可按照实际

发生差旅费用给予一定程度的交通、

餐饮和住宿补贴，各位客商在珠海将

享受到愉悦而独特的参展体验。

本版文字据中新社报道

▲中巴两国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现场。�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