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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借进博会东风
助推老字号走出去

上合示范区：
进博平台展风姿
本报讯 进博会期间，青岛市金融贸
易航运暨上合示范区合作推介会在上海
举行，来自上海的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
行业领军企业及金融贸易航运代表企业
负责人相聚黄浦江畔，共话合作、共谋发
展。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陆治原
出席推介会并致辞，青岛市商务局、地方
金融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分别围绕贸易、
金融、航运进行了专题推介。
陆治原说，青岛是一座充满活力、
富有
实力、独具魅力的沿海开放城市。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岛发展寄予厚望，赋予青岛建
设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上海是全国的经济、
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也是上合组织的诞
生地，
青岛与上海交流合作基础深厚、前景
广阔。当前，青岛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
推动国家战略落地落实。一是加快建设
上合示范区，打造面向上合组织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
最佳平台，重点围绕国际物流、现代贸易、
双向投资合作、商旅文交流等方面，拓展
合作形式，集聚开放资源，加快打造“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二是加快建设自
贸试验区，重点面向日韩开放合作，提高
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引进培育更多与日
韩合作交流的示范项目。三是立足经略
海洋战略，推动港口和航运辐射服务黄河
流域，发挥港口门户城市作用，发展壮大
港航经济，全力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四是推进建设财富管理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营造金融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促进重点产业和“四新”经济加
快发展。
青岛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苏满
以“青‘诚’沪‘动’共谱贸易发展新篇”为
主题，向来宾介绍了青岛贸易高质量发展
活力，
国际贸易结构竞争力，
优良的贸易发
展环境及拥有近 30 个经济园区、近百项会
展活动。李苏满表示，
青岛拥有面向日韩，

对接
“一带一路”
、联通亚太区域，
RCEP 等
自贸协定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机遇
及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工业互联网、文化旅
游等合作领域，
希望加深与上海合作，实现
国际贸易中心快速高质量发展。
青岛市委常委、胶州市委书记，上合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建军在
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上合示范区整体情
况。自启动建设以来，上合示范区坚持科
学、开放、互惠共赢的发展思路，
“ 向地下
要 空 间 、向 空 中 要 效 益 ”，编 制 总 体 量
1750 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城市设计和地
下空间规划，其中地下 550 万平方米，吸
引中国巴基斯坦中心、俄罗斯中心、复星
上合时光里等 49 个总投资 1723 亿元的
示范性引领性项目、国际合作平台载体项
目落户。
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德勤等四大
全球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对上合示范区进行
了专题推介。推介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聚焦上合示范区国际物流中心、现代贸易
中心、双向投资合作中心、商旅文交流发展

本报讯 记者许霞报道 11
月 5 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
区暨新兴产业合作洽谈会在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举办。安徽省副省长周
喜安出席洽谈会并致辞，安徽省商务厅
厅长张箭在会上推介了安徽自贸试验区
有关情况。来自英国、韩国、阿联酋、美国
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部分国家驻沪总领
馆、知名商协会、世界 500 强及跨国公司、行业
知名企业和徽商企业代表等嘉宾参加了洽谈会。
周喜安指出，安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了今
后五年建设创新安徽、共进安徽、美丽安徽、开放安
徽、幸福安徽的奋斗目标。安徽将聚焦做实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大力开展十大新兴产业
“双招双引”
，实行项目
清单化和闭环式管理，加快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通道建
设，强化要素保障。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打造宜居便捷
的生活消费环境。把问需问计贯穿于服务企业全过程，营造
“亲”
“清”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型、服务型、效率型政府，构筑服务

中心等
“四个中心”
建设，
结合国际形势、市
场调研、大数据分析等角度，
助力上合示范
区与优质产业资源对接，
搭建交流平台，
拓
展提升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着
力打造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新平台。
今年，上合示范区共与 17 个国家的 4
个城市、26 个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常态
化开行 22 条国内、国际班列，通达上合组
织和“一带一路”沿线 18 个国家、46 个城
市。探索“信用上合”
“ 上合银关通”等 20
项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创新举措，打造了上
合国家客厅、央企国际客厅、上合组织国
家商品馆等平台载体，国际经贸合作渠道
不断拓宽，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
“ 上”心
服务、
“合”您心意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得
到广泛认可。
推介会上，同时举办了重点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共有 29 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
约，涉及智能制造、现代金融等产业领域，
计划总投资额 306.6 亿元。项目包括东方
证券、新加坡丰树国际食品智造产业园、
复星文旅综合体等。
（商 犇）

进博会上制定专项金融服务

江苏交易团携手中国银行为企业谋福利

作为进博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
持续集全行之力，做好服务工作。在本届进博会
期间，江苏交易团携手中国银行从企业需求出
发，制定了一系列服务，其中不乏多个中国银
行 为 江 苏 交 易 团 制 定 的 专 项 金 融 服务方
案。
作为传统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
国银行发挥在渠道、产品等方面的优
势，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为江苏交易
团提供包括咨询、开户、汇兑、结
算、现金管理、协助报关、保险等
在内的一站式、多元化的基础
服务，还向江苏交易团提供
了融资产品、国际结算、跨境
撮合服务等专属产品和服务。
在融资产品方面，中国银
行联合江苏省商务厅、财政
企业高地和企业发展福地。
厅推出了中银苏贸贷，这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年多
是一款面向年出口
来，通过促进“人、财、物”自由流动和优化集成，新设企业超万家，入驻项目 800 多
3000 万 美 元 以 下 且 销
个、协议引资超 4500 亿元，改革红利和集聚效应持续释放。张箭从投资便利化、
售收入 3 亿元以下的小
贸易便利化、
“科创+产业”制度创新、金融开放等四个方面进行推介，受到与会
微企业，提供的弱担保
来宾高度认可。
融资产品，执行利率不高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安徽自贸试验区全面实行‘三个优先’政策，重大
于 4%。此外，还推出跨境
改革举措优先在区内试点，开放发展政策优先在区内适用，符合产业发展
人民币融资产品，联动海外机
方向的重大项目、研发平台、基础设施优先在区内布局。”张箭表示，上
构为客户的对外支付结算业务
个月，安徽正式发布“双招双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清单，343 条
提供短期融资服务；收到国外议
政策自贸试验区普遍适用。
付行或交单行寄送的单据并经审核
此外，安徽省还全面推出 212 项赋权事项的特别清单和 54 项
无误后，为采购商（开证申请人）垫付
涉企经营许可清单，区内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对外
货款的贸易融资业务；为满足不同国别
资银行，取消营业性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
的结算需求，提供的本/外币贷款（包括人
业务范围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
民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港币等六种
据了解，本次合作洽谈会，安徽共签约项目 32 个，投
货币）。不仅如此，还推出全球统一授信产
资总额 85.9 亿元，投资领域涵盖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品，根据企业跨境发展的需求，发挥中国银行广
车、节能环保、智能家电、绿色食品、园区开发运营、现
泛的海外机构网络优势，为企业境外分支机构提供
代服务业等；进口贸易类项目 20 个，总贸易额 57 亿
整体性融资方案。
元，涉及集成电路刻蚀设备、晶圆切割机、液晶显
在国际结算方面，推出了跨境汇款和跨境人民币结
示板、铜精矿、奶粉、大麦、薄荷原油、皮划艇等商
算产品，前者是企业通过中国银行使用外币进行货物贸
品进口。
易、服务贸易项下跨境采购支付；后者则是企业自由使用人
民币进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项下跨境采购支付。

安徽自贸试验区暨
新兴产业合作洽谈会在沪举行

内蒙古交易团
共享
“进博精彩”
本报讯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
进博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带动效应愈发显著，
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投资商进入中国，共享中
国超大市场机遇。进博会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推
出集聚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产品的内蒙古展厅，
以
“内
蒙古味道 全世界共享”为主题，融入“蒙字号”等特色
品牌产品及现场展示互动，充分展示推广内蒙古优质
农畜产品，
彰显其核心产业优势，
为促进区域合作交流
搭建新平台。
11 月 5 日是进博会开展第一天，内蒙古自治区交
易团开启“进博时间”。内蒙古展厅展览面积为 576 平
方米，
分为肉制品展区、乳制品展区、粮油制品展区、羊
绒羊毛展区和文化创意展区等区域。来自内蒙古的参
展企业表示，本次参加进博会是向全世界推广内蒙古
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的有利契机，期待充分利用好进博
会重要开放平台，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内蒙古展厅展示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主
办，
借助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
作四大平台，
面向境内外知名企业和参展商，
宣传内蒙
古开放新优势，
让进博会展商和观众了解内蒙古、感受
内蒙古。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自治
区“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
聚焦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内蒙古诚挚邀请广大
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努力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
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打造成
中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王 佳 李广兴）
广告

宁夏外资企业
以进博会为契机 加速捕捉发展机遇
本报讯 近日，从宁夏商务厅获
悉，宁夏组织 18 家优秀企业参加第
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览展示，
其中不乏外资企业的身影。
“外资企业参加进博会，有利于
更好地展示最新产品，更加贴近消费
需求，持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宁夏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积极借力进
博会的国际平台，宣传推介宁夏产业
优势，助力优秀企业、优秀产品走出
去，帮助宁夏各产业及企业吸引全球
客商资源，谋求合作机遇。
进博会被外资企业视作把握“中
国机会”
的绝佳平台、最亮窗口。
“在宁夏的发展让保乐力加发
现，这里不但有广阔的市场，更有丰

在跨境撮合服务方面，中国银行延续了前三届
进博会上举办的跨境撮合对接会。在本届进博会
上，江苏中行在省内招募百余家客商参与第四届进
博会贸易投资对接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以“惠如愿·中银 e 企赢平台”为载体，帮助江苏
省内客商融入全球资金链、价值链、产业链，为全球
企业的互联互通贡献智慧与力量。
此外，江苏交易团还与中国银行一起为采购商
和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进口开证、税款保函和即期售
汇等服务。进口开证是指根据采购商的申请，向出
口商开立保证在收到出口商提交的符合信用证规
定的单据后支付货款或信用证规定的其他款项的
书面保证服务。税款保函是为进出口企业推出的
区域通关一体化保函、汇总征税保函等产品，中国
银行是首家能够在单一窗口在线开立电子汇总征
税保函的银行。即期售汇则是可按照中国银行当
天售汇市场即期牌价进行外汇与人民币的资金兑
换服务。
据了解，除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外，中国银行还
有一些特色金融服务，
江苏交易团同样适用。
在特色产品服务领域，中国银行为参展机构提
供全球领先的国际结算、科技金融、跨境电商、普惠
金融服务，
尽享专业、高效、优质的服务体验。
在国际结算方面，中国银行贸易金融产品囊括
了基础结算、单证服务、担保服务、贸易融资、跨境
人民币、大宗商品、供应链融资等十余个品类。
在科技金融方面，中国银行为参会企业深度定
制“中银全球智汇”
（GPI 跨境汇款）、在线供应链、
在线无纸化单证等各类在线金融服务平台,同时为
个人客户提供全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
技术的手机银行服务。
在跨境电商方面，针对跨境电商进口海淘、保
税仓库等不同模式，中国银行为进口、出口的不同
场景，提供反洗钱、国际收支申报、定制化跨境资金
清算、物流费、行邮税代扣等全自动处理。
在普惠金融方面，针对小微企业“短、小、频、
急”融资需求特点，中国银行提供“中银信贷工厂”
模式线下融资服务以及“中银企 e 贷”系列线上融
资产品，并为参会小微企业提供开户结算、授信融
资、跨境对接等综合服务。
（商 犇）

本报讯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和大运
河文化的起源地，
江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发达，
一批批享誉海内外的老字号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发展、
壮大。江苏“老字号”所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艺和
经营理念具有不可估量的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
价值，
已成为江苏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和商业品牌的杰
出代表。
今年，江苏省组织了 10 家有代表性的江苏老字号
企业参加第四届进口博览会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展示
展销具有江苏特色的老字号传统及创新产品、潮流产
品及互动式非遗技艺展演，突出江苏丝韵江南传承发
展和传统文化特色，
彰显现代苏韵时尚风采，
面向全球
展示江苏省老字号企业的精工细作、求真务实、锐意创
新、引领时尚的品牌形象和文化精神，
助推江苏老字号
品牌走出去、拓渠道、促消费。
本届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江苏展台以江苏
“丝”
路
为设计主线与理念。进入江苏展区，映入眼帘的是一
面 30 多米的主形象外墙。外墙的大LED屏应用了当前
的高新多媒体技术，
用三维动画、
仿真流体等软件，
以飞
舞的蝴蝶串起古今的沧海桑田。镜头飞过运河沿线，
带
领观众穿越古今，
领略运河文化、丝韵江南。一幅幅水
墨山水画面、多维立体的繁华江苏，
让人仿佛看到一幕
幕因运河而兴、丝绸文化绵延不息、江苏老字号品牌传
承和焕发新貌的画面，
仿若时空流转、令人置身其间。
展台造型和色调素雅，
简洁而温馨；
精致的格调，
传
承中充满时尚感；
凸显江苏品质生活。在色彩搭配上以
纯洁、
宁静、
素雅的白色；
亮洁、
清幽、
典雅的淡米黄色衬
托色彩斑斓的江苏老字号品牌丝织品、
手工艺品。
10 家江苏老字号企业分布“国”
“ 色”
“ 天”
“ 香”四
大板块，集中展示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的深厚文化
底蕴、色彩缤纷的国潮品牌精神、巧夺天工的苏工技
艺、活色生香的创新发展形象。
本届进博会，江苏老字号企业不但带来琳琅满目
的传统及创新产品在现场展示展销，多家企业还准备
了观众参与性强、趣味性高的现场互动表演项目，
观众
可以根据互动舞台活动安排选择参与：山水丝绸的非
遗传统抽丝剥棉技艺、惠山泥人泥塑与彩绘体验、乱针
绣现场刺绣、南京肥皂的手工制皂技艺等。江苏传统
手工技艺表演将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体验传统技艺、近
距离感受独具匠心的魅力。
（商 犇）

富的资源和利于发展的环境。宁夏
正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吸引优秀
企业、人才来宁投资兴业。”保乐力加
（宁夏）葡萄酒酿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希望以进博会为契机，更好把
握市场开放转型和双循环发展格局
下的发展机遇。
多家外资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坚定了外
企持续开拓中国市场的决心与信
心。负责人们还提到，宁夏针对不同
行业也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让外企
在宁夏的发展信心更足。
“进博会体现了中国实行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力度和速度。”华润电力

宁夏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外商投
资法》等法规政策的出台，是外企在
华发展的极大利好。
“即将实施的《宁夏外资投诉工
作办法》，将进一步完善投诉工作制
度，规范投诉事项范围，健全投诉工
作机制，明确投诉工作规则，更加有
力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保乐
力加负责人表示。
宁夏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处
负责人表示，外资企业参与进博会的
热情，更加凸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吸
引力。这也拉近了消费者与进口产
品的距离，有助于创造出更大的市场
和投资机遇。
（吕佳欣）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关于珠海东方昇宇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的转让公告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我司”
）拟对所持有珠海东
方昇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下称
“东方昇宇”
）的有限合伙份额进行转让，
特发布此公告。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东方昇宇
的基本情况如下：
有限合伙人

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
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且注册资本、财务状况条件良好；
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 亿元，实缴出
资 5 亿元，出资余额 920 万元，投资到期日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 5 万元，实缴 0 元
投资策略
有限合伙人收益安排

投资于某保理公司向优质地产企业上游合格供应商提供保理融
资形成的债权
以底层项目投资收益优先分配有限合伙人

特别提示：
以上公司信息仅供参考，
我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调整，
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东方昇宇经营或财务
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
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交易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1月24日。
联系人：
牛女士
联系电话：
010-85280802
电子邮件：niudonghua@coamci.
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
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42 层 4-6 号
邮编：
10002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
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85280852（我司信
访举报部门）
特别声明：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