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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广交世界 互利天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昨日上

午，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广

交会与广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新闻

发布会。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林国强表

示， 广州将牢牢把握第 130 届广交会带

来的新机遇、新空间，加快推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广州即将出台实施

方案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在实施方案中明确了“打造全球会展之

都”的建设目标，形成 10 个左右亚洲乃

至全球规模第一展会，并探索广深“一会

两地”新模式。

促进广货与国际接轨 提升“广

州制造”影响力

会上，林国强表示，广州将利用广交

会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共享商机，共谋

发展。 聚焦抢占发展先机、 巩固市场优

势、增强枢纽功能、强化产业支撑、提升

营商环境，扎实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不

断增强广州制造的综合实力、 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 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

的带动作用， 通过广交会等平台不断加

强与全球商贸领域合作共赢的城市精

神，持续彰显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

同时， 广州将充分发挥广交会的龙

头作用，建设国际会展新高地，延伸会展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促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在粤港澳大湾区率

先打造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 提升大

湾区集聚与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促进

大湾区更好发挥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

支撑作用。

此外，广州企业将以“智”提“质”，智

能制造与国际接轨。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

发展， 提升传统支柱产业智能化制造水

平，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等新支柱产业，强化智能港口、智慧物流

等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 支持国际智能

制造重大合作项目落户合作区， 鼓励企

业有序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

促进会展之都建设， 为双循环

搭建更多平台

林国强说， 目前广州市已经全面启

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计划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湾区制造”引

领、全球资源荟萃，错位互补协同、城乡

生态包容， 文商旅体融合、 岭南文化凸

显，自由便利流动、双向互济共进，面向

世界的数智化、时尚化、现代化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实现从“卖全球”向“卖全球、

买全球”转变。

他说，广州市即将出台《广州市加快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在实施方案中明确了“打造全球会展之

都”的建设目标，形成 10 个左右亚洲乃

至全球规模第一展会， 带动产业投资和

高端消费。

他介绍， 广州将推进广交会展馆四

期建设，完善周边消费配套功能，实现展

城融合， 提升广交会链接国内外市场的

平台枢纽作用。 同时全力做好广交会和

珠江国际贸易发展论坛服务保障工作，

进一步扩大“广交会”影响力、辐射面。

另外， 广州将推进广州空港中央商

务区建设，建成空港特色会议会展中心。

同时办好白云机场商务航空展、 世界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等行业领先展

会， 做大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

览会，做强汽车、家具、美容美发、建材、

家电、餐饮等一批传统消费类展会，大力

培育新型消费类展会，提升国际化、品质

化水平。

此外，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

示范区和横琴、 前海合作区建设重大机

遇，以广交会为平台，强化交通对接、规

则衔接、产业共建、环境共塑、消费共促，

携手港澳把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最具活

力和竞争力的国际消费枢纽。

同时探索广深“一会两地” 等新模

式，互相支持办好广交会、高交会等重大

会展，加速创新消费产品市场推广。“通

过这一些举措，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搭建

更多平台。 ”

增强消费服务， 将客流转化为

消费人流

林国强认为， 广州市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国际” 是重要方向，“消

费”是核心功能，“中心”是关键定位。 广

交会对提升广州商贸国际化水平， 扩大

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本地消费，发挥广州

对周边城市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辐射

作用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每年线下广

交会期间，都会形成数十万参展商、采购

商、参观团等‘客流量’，直接间接地带动

广州及周边地区的餐饮、住宿、旅游、交

通等多方位消费，同时促进国际、国内文

化的传播交流。 ”

今年广交会期间， 市商务局发动企

业开展“广交会宾客优惠活动”，参展、观

展人员可以凭有效证件直接享受各种消

费服务优惠，广受大家欢迎。“比如广州

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广交会来宾持有

效参展证明在各门店购物， 可享受 VIP

金卡同等礼遇； 广百北京路店推出广交

会客商凭有效证件尊享穿戴类精选商品

（含男女服饰、鞋类、皮件箱包、镶嵌首饰

等）

9 折，折扣店折上 9 折；新大新国风

推出广交会来宾凭有效证件到店消费享

服装床品类正价商品 8.5 折优惠。 ” 林

国强说，这些措施，在更好服务广大客商

的同时， 也有效地把广交会客流转化为

消费人流，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消费服

务能力，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

聚合产业链 推动新制造模式

“广东粮、珠江水、岭南衣、粤家电”

曾谱写了以“广州制造”为核心的“广货

传奇”，广州这些优势传统产业目前如何

实现转型升级， 并将如何助力广州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广州市工信局

总工程师胡志刚说，“广货” 曾经是广交

会的“主角”。现在，纺织服装、美妆日化、

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家居家

电等传统产业仍是广州制造的重要组成

部分，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近 7200 亿

元，占全市制造业的三分之一，是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

“面向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

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等五大传统优势

产业集群， 我们在国内率先采用揭榜挂

帅方式， 破解传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

难题，推动建设 5 个“1+2+N”行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 构建起开放共赢平台生

态，广泛接入设计、生产、销售、物流、金

融等优质生态合作伙伴， 打通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环节， 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和生产周期。”胡志刚说，目前，全市规上

企业上云上平台率超过 40%，70 多个企

业项目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

新发展工程和试点示范。

另外，广州以建设全球首批“定制之

都”城市为契机，针对广州传统优势产业

特点， 加快打造国内领先的规模化个性

定制产业体系和发展生态。此外，广州鼓

励支持制造业企业建立以工业设计中心

为核心载体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 目前

已培育了 6 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59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82 家市级工业设

计中心。 胡志刚表示，下一步，广州将通

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聚合产业链， 推动协

同制造、共享制造等新制造模式，巩固提

升传统优势，丰富消费产品供给，积极推

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广州明确“打造全球会展之都”

将形成10个左右亚洲乃至全球规模第一展会

广交会双循环促进活动昨日举行，国内采购合作伙伴计划启动

国内招商合作“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昨日，

“国内国际双循环、 内贸外贸齐驱动”

———第 130 届广交会双循环促进活动成

功举办。活动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东

省商务厅、广州市商务局等主办。各主办

单位领导、中国工商银行、全国零售、连

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相关商协会领导，以

及来自 31 个省市约 110 家参展企业代

表和华润万家、苏宁易购、名创优品、网

易严选、棒谷科技等 10 家龙头采购集团

代表出席。当天，广交会国内采购合作伙

伴计划启动。

当天， 国内采购合作伙伴计划正式

启动， 广交会进一步扩大国内招商合作

“朋友圈”， 向首批优秀的招商合作伙伴

授牌。

与历届双循环促进活动不同的是，

本次活动定制知名采购集团专场供应商

对接会，精选华润万家、苏宁易购、名创

优品、网易严选、棒谷科技、辛有志严选、

西亚兴安、胜佳超市、澳之星、云货优选

等 10 家龙头采购集团设立对接展台，并

针对采购需求提前预匹配， 为出口参展

企业建立与国内采购龙头的合作牵线搭

桥。此外，会场设立了工商银行金融服务

专区， 并同期举办双循环金融服务对接

会，为参会企业解答金融服务相关问题，

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宁易购公共事务总监蒲巧表示， 通

过双循环促进活动， 采购商可以一次性

对接到品牌方或者厂家， 减少了中间

商， 让消费者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 近

年来迅速崛起的零售品牌名创优品工作

人员表示， 借助本次双循环活动， 名创

优品希望能接洽到全球优质供应商企

业。

参展商榄菊海外销售总经理徐先锋

表示， 双循环促进活动为企业精准定位

采购商， 对其扩展国内业务具有重要意

义。万事泰集团品牌总监蒋毅表示，这次

双循环活动更加注重于细节， 让供应方

和需求方在广交会上见面， 把供需都能

明确地表现出来， 这对企业做整体年度

规划， 特别是为企业精准捕捉市场需求

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帮助。

本次活动还开启智慧分享环节。 出

口产品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促进联盟

秘书长郭京、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结算与

现金管理部总经理陈昭旭分别就“三同”

工程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和金融支持

供应链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主题做了精彩

分享。

昨日，广交会展馆客商云集。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