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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来大沥 商贸大沥再出发

佛山“一带一路”国际商贸洽谈会举行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关艳娟 刘成

“做生意，来大沥；全球买，全球

卖！”1 月 8 日，佛山“一带一路”国际

商贸洽谈会在大沥举行，有着逾 500

年商贸历史的大沥再度向全球客商

发出邀请。 当天，产动力全球铝业展

贸中心、 阿里巴巴广佛商贸圈服务

机构、全球泛家居采购中心、大沥全

铝家居（南非）展贸中心、华南泛亚

粮食产业链服务平台五大平台项目

签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一带一

路” 国家华人商会大沥采购办事处

也同时揭牌。

产业基础铸就大沥信心

大沥身处广东最具商贸氛围的

两大超级城市广佛之心， 屹立粤港

澳大湾区、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核心

区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在大沥

9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跃着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意人， 集聚了

38 个交易市场， 拥有 6 万多家工商

户，涵盖有色金属、五金机电、内衣

布匹等十多个品类、几十万种商品，

年交易额超过 6000 亿元。

大沥镇党委书记刘浩文用以上

数字道出了商贸大沥的信心， 他表

示：“大沥地处广佛都市圈，拥有 500

多年的商贸历史， 一直以来是投资

兴业的热土、发家致富的宝地、实现

梦想的乐园”。

雄厚的产业基础是大沥商贸走

向全球的定海神针。 大沥铝产品、

内衣等产品行销海内外， 是中国铝

材第一镇、 中国有色金属名镇、 中

国商贸名镇、 中国内衣名镇和中国

时尚品牌内衣之都。 目前， 大沥的

交易范围覆盖欧美、 东南亚、 中

东、 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已发展成

为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规模最

大、 品种最齐、 交易最活跃” 的市

场集群之一。

以铝型材为例，经过多年发展，

大沥已经形成铝型材行业集聚区，

聚集了 130 多家铝型材企业，2000

多家上下游企业，拥有涵盖生产、技

术、物流、会展、信息交流及国际合

作产业链体系，在行业规模、技术品

牌等方面引领中国铝型材行业。 广

东 90%的铝型材生产企业距离大沥

100km 以内， 大部分生产企业的总

部和销售中心设立在大沥。 中国的

铝型材一线品牌，如兴发、凤铝、坚

美、伟昌、伟业等均来自大沥。 2017

年， 大沥铝型材年挤压能力 400 万

吨，占全国同行的 25%以上，出口占

全国同行的 20%，产品远销欧盟、美

国、澳洲、东南亚、中东等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商贸大沥走向国际化

“为扩大贸易规模，提升合作层

次， 近年来我们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融入粤港澳湾区发展，推

动‘一环创新圈’建设，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 全力打造全球采购中

心”，刘浩文介绍，“目前，超 8000 亩

的城市中轴加快建设， 为承接商贸

业尤其是国际贸易提供广阔空间；

与阿里巴巴共建的新外贸示范镇、

天猫旗舰店、1688 服务中心，为‘全

球买， 卖全球’ 提供强大的服务支

撑； 由 25 家铝材龙头企业组建的

‘众铝联’交易平台，进一步推动传

统制造业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大沥 38 个专业市场要转型升

级，就要做全球生意”，洽谈会上，产

动力全球铝业展贸中心、 阿里巴巴

广佛商贸圈服务机构、 全球泛家居

采购中心、大沥全铝家居

（南非 ）

展

贸中心、 华南泛亚粮食产业链服务

平台五大平台项目宣布签约。 依托

这些高端平台和项目， 大沥将加快

“全球采购中心”的建设，完善生产、

电商、物流、交易、金融等环节的产

业引导和配套，汇聚全球商贸厂商、

产品、渠道和信息资源，实现国内国

外两个市场、 线上线下两种资源以

及产业链各环节的跨界， 推动大沥

更深度参与全球合作。

佛山市商务局局长苏岩认为，

此次洽谈会的召开是大沥探索走向

国际的重要一步， 可以有力地推动

整个大沥的商贸走向国际化。 他透

露 ，2018 年， 佛山进出口额达到

4600 亿， 约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四分之一。 佛山已经逐渐从传统内

销为主的城市转变为国际贸易大

市， 佛山产品要走出去需要优质载

体。 大沥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提升，是

个很好的发力方向。 近年来，大沥持

续在做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 将会

带来比较明显的改变， 那就是国际

贸易越来越红火。

未来将建国际贸易示范镇

2018 年 1 月~11 月， 佛山对东

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超 600 亿

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出口增长 11.7%。 苏岩表示，面对

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企业正在抱

团努力向外发展， 政府也将会陆续

推出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政策，特

别是对于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贸易往来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大

沥历来商贸发达， 而要想让本地的

好产品走出去， 需要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优化营商环境、注重产业升级

和人才培养。 接下来，大沥应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机遇， 加快建设

国际贸易示范镇。

当天，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越南、柬埔寨、阿拉伯等“一

带一路” 国家或地区华人商会大沥

采购办事处也在洽谈会上举行了揭

牌仪式。 一系列高端平台以及办事

处的签约、揭牌，为大沥的发展增加

了底气和信心。

刘浩文对大沥商贸的发展提出

愿景， 他表示：“大沥镇将大力推动

产业链条的跨界创新、 线上线下的

有机融合，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保持紧密的贸易合作， 推动商贸

物流、金融服务、总部经济、展贸经

济蓬勃发展， 构建全方位合作的发

展大格局， 努力将大沥创建成为国

际贸易示范镇”。

五大签约项目

由中国铝型材及有色金属龙头企

业、 地方政府和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建设、运营，位于大沥镇广佛商贸

城中心区，是集全铝产品展贸、供应链

金融及物流服务、 产业教育及科技创

新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展贸基地。

产动力全球铝业展贸中心坐落于

全球最大的铝型材加工制造中心和集

散地--大沥镇广佛商贸城中心区，第

一期建筑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计划

在三年内汇聚产业 500 强， 打造成为

全球最大的全铝家居展贸中心， 成为

推动"一带一路"展贸经济新动力和地

方经济新标杆。

产动力全球铝业展贸中心（Alu-EXPO）

由大沥镇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

合作打造，集商贸平台、服务平台和

智慧平台于一体，以铝材、内衣、纺

织等标杆行业为核心， 依托38个专

业市场园区和超6万个注册企业，辐

射范围横跨整个广佛商贸核心圈。

借着“互联网+” 东风， 阿里

巴巴广佛商贸圈让线上、 线下深度

结合， 形成闭环式的商圈， 三方获

益， 互不冲突， 有助于推动传统产

业升级， 让大沥商品集采航行全

球。

阿里巴巴广佛商贸圈

主要为落地在大沥镇的每个细分

行业引入海外大型渠道商， 并在全球

采购中心内挂牌， 使其采购机构显性

化，吸引更多行业企业。

在充分了解海外渠道商需求的前

提下， 项目通过利用交易平台的大数

据，挑选匹配度较高的企业，在渠道商

驻留采购中心期间， 促成双方进行一

对一贸易洽谈； 同时介绍有需要的海

外渠道商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

中心还将在采购中心内设立供应

链金融中心， 为本地企业和海外渠道

商提供退税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等金

融服务，解决中心小企业退税周期长、

资金压力大等问题， 同时扩大海外订

单采购量，增加本地经济活力。

全球泛家居采购中心

将借助南非当地政府的支持和

企业自有网络平台，整合海外市场资

源，在南非设立展贸中心，建立海外

销售、物流及售后服务团队，为企业

提供跨境贸易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帮助企业实现全球化、本地化业务模

式。 中心计划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启

动运营。

大沥全铝家居（南非）展贸中心

国内首个一站式进口粮食产业

链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该平台充分

依托大沥镇的区位和产业集群优

势，利用东南亚、南亚等区域粮食生

产独特的地理、技术、劳动力优势，

通过互联网化、 大数据运营模式和

区块琏技术实现进口粮食产业升

级， 在大沥镇打造进口粮食新型产

业链服务平台。 平台业务涵盖供应

链金融、专业市场、智能仓储、物流

配送等全产业链服务， 辐射区域包

括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缅

甸、老挝等国家，预计实现年交易额

30 亿元。

华南泛亚粮食产业链服务平台

三山签约仪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