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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形势。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引下，中国国际商会也将发挥双循环

桥梁纽带作用，在坚持对外工作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力国内大市场，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新年伊始，多双边机制会议有序展开，中国 - 南亚商务理事会、蒙中

印缅商务理事会机制会议相继召开。下一步，商会将进一步完善机制，共

同推进标准连通，扩大深化工商界合作，为助力多双边经贸关系平稳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

商会也在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机制会议上积极建

言献策，呼吁全球商会合作，提供可靠的当地资源，做到商会互联，更好

地助力全球治理。

与此同时，商会还通过中国国际商会中小企业服务热线持续开展企

业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政策信息、项目对接、外贸出口、商事法律等

方面的咨询服务，助力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扬帆再出发 逐梦新征程。新的一年，商会将砥砺奋进做好各项服务，

为企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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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2217878

www.cco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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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头条

2月9日下午，于健龙秘书长线上会见沙特阿拉伯 -

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沙特阿拉伯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

副董事长默罕穆德 • 本 • 阿卜杜拉其兹 • 阿吉兰，就加

强双方机制性联系，打造长久合作等事宜进行交流。

默罕穆德简要介绍沙特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业务范

围、重点项目以及沙特 - 中国商务理事会发展情况等，并

表示愿通过中国国际商会平台，积极向中国企业分享经

贸信息，促进更多务实合作。

于健龙秘书长向对方介绍中国国际商会基本情况和

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并表示愿相互支持，务实促进经贸

对接，期望沙特 - 中国商务理事会能深度参与第九届中

阿企业家大会、第五届中阿博览会及第四届中阿工商峰

会等活动。

中国 - 沙特阿拉伯商务理事会主席单位、三一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塔雷克线上参会，并就加强双方理事会

交流对接提出意见建议。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视频会见沙特-中国商务
理事会主席

北京时间2月9日晚，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ICC 

WCF）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在线召开。世界商会联合会主

席哈马德 • 布阿明、副主席于健龙、荣誉主席彼得 • 米霍

克、国际商会（ICC）秘书长约翰 • 丹顿以及来自哥伦比

亚、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德国、英国、瑞士、法国等国家的

约20名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国际商会总部工作人员参加会

议。

丹顿在会上介绍了国际商会的未来发展战略及全球

网络的未来发展规划，国际商会希望在2022年前能保障

稳定、多元的收入来源，实现数字化运营，实行以价值为

导向的管理，加强全球治理及提升地区影响力。世界商

会联合会发展战略小组成员代表就世界商会联合会的战

略规划作了相关介绍，世界商会联合会为帮助成员开展

合作、信息共享，推出了商会线上服务平台“商会互联”

（Chambers Connect）, 该平台预计今年年底向全体成员

正式开放。

于健龙秘书长表示与全球商会合作可以作为国际商

会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各国商会可为国际商会的全

球发展提供丰富可靠的当地资源。世界商会联合会在扩

大国际商会影响力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来自全球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商会联合会成员在积极参与国际商会

扩展计划的同时，也将有效推动各商会间的交流协作。

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召开2021年第一次执行委员会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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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亚商务理事会工作会议成功举办

孟中印缅商务理事会工作会议成功举办

2月4日，中国—南亚商务理事会工作会议成功举办。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南盟工商会主席依夫提卡 •

马利克、云南省贸促会党组书记刘琪琳以及阿富汗、孟加

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及商协会主

要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南亚商务理事会中国委

员会主席单位三一集团副总裁狄巴克出席会议并致辞。

于健龙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

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这对国际贸易持续发展带

来严峻挑战。中国与南亚各国要继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

规模，共同推进标准联通，充分发挥机制平台优势，增强

各国商协会机制性联动，携手抗击疫情，共同助力中国南

亚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与会各方均表示 ,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社会

活动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大家将继续同心协力在加

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协调，深挖包括基础建设、农业、

服务贸易等重点领域合作潜力和机会，推动世界经济实

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会上还就2021年中

国 - 南亚商务论坛筹备情况及商洽会招商招展事宜进行

交流。

2月4日下午，孟中印缅商务理事会工作会议成功举

办。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孟加拉工商联主席谢

克 • 法兹尔 • 法希姆、印度工业联合会东亚事务主管拉

杰什、缅甸工商联主席吴佐敏温、云南省贸促会党组书记

刘琪琳出席会议并致辞。

于健龙秘书长在会议上表示，为充分利用孟中印缅

商务理事会合作机制，使其成为恢复地区经济的重要抓

手和有效资源，我们要继续扩大区域内国家工商界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加强区域内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深化贸易投资务实合

作。

各位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均表示，疫情当前，要充分发

挥理事会代言工商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此

次工作会议还就设置理事会轮值主席以及四国在防疫、

农业、数字化经济等重点领域合作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

论。

（图片来源：云南省贸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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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速览

哈萨克斯坦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据哈通社，哈政府计划到2025年，将清洁能源发

电量提升一倍，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兆瓦，为此将建

设13座水电站、34座风能电站和12座光伏电站 ；计

划到2025年前建设6座垃圾发电站，将固体废弃物处

置利用率提高至30%。

2021-2030阶段越南电力发展投资需求 

达1283亿美元

越南《投资报》2月24日报道，越南工贸部

日前公布《2021-2030时期、面向2045年国家电

力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规划称，2021-2030

阶段，越南电力发展投资需求为1283亿美元。其

中，电源投资为954亿美元，电网发展投资约329

亿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将引资25亿美元发展数字基础

设施

据乌兹别克斯坦报纸网报道，乌总理阿里波夫

当日在出席“数字阿拉木图 -2021”论坛期间宣布，

乌计划在近两年内吸引25亿美元资金发展数字基础

设施，包括 ：在塔什干、布哈拉和浩罕新启动3个数

据中心 ；扩展固定电信网络 ；升级改造移动通信网

络 ；发展电子政务和培养信息技术人才。

巴西将农用轮胎等进口关税降为零

据巴西《经济价值报》消息，巴西外贸委员会

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决定，将650/65R 和710/75R 两种

型号的农用轮胎进口关税由16% 降为零。此前，该委

员会已决定将5种型号的卡车用轮胎及部分汽车配

件进口关税降为零。

安哥拉卫生部欢迎中国企业参加政府公共采购

招标

据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安哥拉卫

生部长致函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邀请中国企业参

与安政府药品和医疗设备公共招标。有意者可登陆

安政府电子公共采购网 www.contratacaopublica.

minfin.gov.ao 获取相关信息。

巴基斯坦中巴农业与产业合作信息平台启动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巴基斯坦农业与产业

合作信息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将收集、整理和发布

来自中巴两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的产业合作信

息，组织开展商业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为两国企业

搭建沟通渠道。

（来源 ：商务部网站、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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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布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启动中央财

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通知》

提出，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

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重点“小

巨人”企业加快上市步伐。

《通知》中明确，2021-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

务体系，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这些

企业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支持部分国家（或省级）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强化服务水平，聚集资金、人才

和技术等资源，带动1万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 国 务 院 反 垄 断 委 员 会 关 于 平 台 经 济 领 域 的       

反垄断指南》发布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强调反垄断法及配套法规规章

适用于所有行业，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

公正对待，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针对社会各方反映较多的“二选一”“大数据

杀熟”等热点问题，指南明确，认定平台经济领域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通常需要先界定相关市场

，分析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再根

据个案情况分析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绿

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

成。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

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基本实现。

《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保质保量完

成各项任务。

（来源 ：中国政府网、商务部网站、新华社等）

政策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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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
指南》发布

特别报道

中国贸促会组织编写的《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

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系统介绍有关国家的经贸概

况、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形式及目标行

业、企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息等，力

求为企业提供实用、准确、及时的信息，助力对外投资合

作平稳、有序、健康发展。截至2021年初，中国贸促会已编

制完成50个国家的营商环境指南。

《国别指南》更加聚焦企业关切，投资案例更加充实，

资料来源更加多元。一是对东道国吸引外资政策变化、投

资风险、目标行业等内容进行了重点阐述。二是增加了企

业对外投资案例分析，多层次、多角度介绍企业对外投资

的主要实践、风险问题、经验启示，使企业能够有所借鉴。

三是丛书汇集了来自东道国官方机构、国际组织、中国贸

促会驻海外代表处最新一手资料，从而为企业提供权威、

准确、及时地经贸政策、经典案例以及法律法规。

已编制的《国别指南》涵盖亚洲、美大、非洲、欧洲，

包括印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

西亚、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德国、西班牙、葡萄

牙、瑞士、荷兰等国在内的50个国家。

《国别指南》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概况、吸收外资环境

及政策、中国企业对某国投资、中国企业融资、合规运营

及经贸纠纷解决、在某国工作生活等章节。

《国别指南》的电子版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也可

以登陆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官方网站在线下载和

查询。

                         扫码获取《国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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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中国国际商会中小企业服务热线
为您答疑解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造成

的不利影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发挥行业协

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指导和帮助企业等会员单位

科学精准防疫、有序复工复产”的要求，中国国际商会充

分利用代言工商、贴近企业的独特优势，开通了中小企业

服务热线。

作为中国国际商会中小企业委员会全力为企业提供

便捷服务的重要举措之一，企业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全天获取相关服务信息。服务内容包括 ：宣传解读

国家及地方有关支持中小企业政策信息 ；帮助中小企业

开拓多元化市场，畅通商业渠道，对接贸易投资项目 ；有

关风险防控、贸易仲裁、纠纷调解、知识产权保护等商事

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

中国国际商会中小企业委员会于2020年1月17日正

式成立，积极发挥商会沟通政府、服务企业的桥梁纽带作

用，大力引领和带动中小企业逐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要求。商会将继续以中小企业委员会为抓手，整合系统

内服务资源，依托海外对口机构合力优势，力争及时、高

效、精准服务中小企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助力企业健

康发展。

咨询时间 ：

每工作日上午9:00-11:30

下午13:00-17:00

热线电话 ：

010-82217821

010-86431080

电子邮箱 ：

youxiaoshi@ccoic.cn;

gaofeng1@ccpit.org

（来源 ：中国国际商会综合业务部）

      中小企业服务热线
010-82217821
010-86431080



09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企业采风

2020年比亚迪口罩获日本市场销量
第一

2月24日，日 本 经 济 新 闻 社 公 布 了“ 日 经 POS 情

报·受欢迎商品排名”，比亚迪平面口罩在2020年日本

口罩销量排行榜中位列榜首，比亚迪成为首个在“口罩

大国”日本获得平面口罩销冠的中国品牌。日本市场一

向追求品质、注重细节，比亚迪口罩获得日本市场销售第

一，这既是国际市场对比亚迪口罩的认可，也是对疫情期

间比亚迪积极抗疫，发挥“疯狂的口罩“精神最好的回应。

“日经POS情报·受欢迎商品排名”中比亚迪口罩2020年日本

销量NO.1

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 POS 情报·受欢迎商品排名”

是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超市等零售商的 POS（销售信息管

理）数据，在加工食品和饮料等大约2000个类别中选出

2020年最畅销的产品。该排名涵盖了日本国内的零售 POS

统计数据和受欢迎商品排名等信息，是日经每年针对日

本各类日常消费品进行的年度权威排名。通过 POS 情报，

读者可以直观了解到日本超市最畅销的商品是什么，深

受日本消费者喜爱的家庭用品有哪些。

日本经济新闻社在报道中表示 ：“新冠疫情下，人们

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健康产品的销量比起以往有

所提升，便利且高端的产品销量也得以增加。在线会议和

戴口罩的新习惯对产品销售也产生了影响。”

疫情时期，比亚迪急天下之所急，供天下之所需，3

天出设备图纸，7天完成口罩机的研发制造，迅速发动

10万员工，在50万平方米的洁净厂房里建成口罩生产线

2000条，最大日产量达1亿只，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

商。建成熔喷布生产线192条，最大日产量达175吨。为全

国乃至全球疫情防控提供物资保障。

截至目前，比亚迪生产的口罩已为80多个国家及地

区提供保障。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代表，比亚迪在全球

抗疫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来源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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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2月17日，中国贸促会法

律部共发布信息提示99期，涉及211个国家（地区），累计

更新信息5570条。

      对货物贸易（除医疗物资外）采取措施的情况

多数国家（地区）普遍加强对货物（除医疗物资外）

的检验检疫工作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截至2月17

日，共有69个国家（地区）对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

      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 

目前，各国家（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的政策

较为稳定。截至2月17日，共有93个国家（地区）对医疗

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

对交通工具采取的措施情况 

近期，各国家（地区）对国际航班或机场采取了限

制性措施，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境传播。截至2月17

日，共有177个国家（地区）对交通工具采取了相关措施。

本期更新12个国家（地区）。其中，巴林、约旦、俄罗斯、拉

脱维亚、葡萄牙、希腊、哥伦比亚、突尼斯暂停往来特定高

风险国家（地区）的国际航班 ；以色列、立陶宛、蒙特塞

拉特关闭部分机场。

对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情况

多数国家（地区）从严管理边境口岸，以遏制新冠

肺炎疫情的传播。截至2月17日，共有128个国家（地区）

对边境口岸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更新2个国家（地区）。

阿曼将继续关闭陆上边境 ；西班牙延长与葡萄牙陆地边

境限制措施。

对人员入境采取的措施情况

近期，多数国家（地区）要求人员入境时提供新冠

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进行隔离。截至2月17日，

共有196个国家（地区）对人员入境采取了相关措施。本

期更新26个国家（地区）。其中，尼泊尔、白俄罗斯、韩国、

比利时、冰岛、丹麦、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危

地马拉、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莫桑比克要求

入境人员提供相关检测证明或入境后进行检测并隔离 ；

阿联酋、韩国、新加坡、印度、罗马尼亚禁止来自特定高风

险国家（地区）的人员入境。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情况

近期，紧急状态情况呈多样化特点，多数国家（地区）

普遍维持或延长紧急状态，实施相关限制性措施，少数国

家（地区）放松部分防疫措施，促进经济的复苏。截至2

月17日，共有180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

更新13个国家（地区）。其中，德国、葡萄牙、塞浦路斯、希

腊、蒙特塞拉特、津巴布韦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或延长

限制性措施的实施时间 ；阿尔巴尼亚、荷兰、加拿大、秘

鲁实施宵禁和居家办公等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此外，

中国香港重新开放部分公共场所 ；塞拉利昂解除部分地

区的限制措施。

                          更多详情，请查看↓

( 来源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 )

最新各国疫情相关措施

境外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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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环境资源压力的不断加大，农业劳

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逐步推动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以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持续

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01内蒙古巴彦淖尔（共4项）

（1）农牧林草一体化和生态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打造乌兰布和沙漠绿色有机农牧业

产业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2）有机面粉深加工项目

  项目概况 ：引进全自动面粉加工生产线，加工

区面积2000平方米，加工能力为日处理300吨。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3）万亩有机酿酒葡萄产业园项目

  项目概况 ：按照磴口县关于《乌兰布和沙漠治

理规划》，计划到2025年，在现有种植葡萄的基础上，在我

县乌兰布和沙区建成万亩高标准、机械化管理的酿酒葡

萄园区，建成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葡萄酒庄，进行乌兰

布和原产地标识认证。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4）乌兰布和沙漠万亩有机黑枸杞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 : 黑枸杞基地建设及黑枸杞加工区建

设。其中，黑枸杞基地规划建设包括基地土地整理1万亩、

基地滴灌工程1万亩及育苗大棚 ；黑枸杞加工区建设包

括黑枸杞初加工区50亩（包括厂房建设、配套用房等），

黑枸杞精加工区50亩（包括深加工厂房建设、配套用房）。

02内蒙古鄂尔多斯（共3项）

（1）达拉特旗盐碱地改良水稻栽培种植项目

  项目概况 ：内蒙古达拉特旗是内蒙古典型的盐

碱地区域，土壤盐碱化严重危害农、林业经济发展，影响

国民经济发展。盐碱地是一个巨大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盐碱地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收购兼并、

PPP 等。

（2）达拉特旗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及加工厂建设项目

招商引资热点行业集
——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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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项目土建工程面积156.3亩 , 购置仪

器设备160台 / 套 ,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3万亩及配套农机

具。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收购兼并、

PPP 等。

（3）5000吨枸杞子及沙奶奶研发及生产项目

  项目概况 ：拟选址于鄂尔多斯江苏工业园区中

小企业创业园区，占地面积30亩，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7000万元，流动资金2000万元。建设

内容为主车间、药材库、成品库、组合式冷库、综合办公

楼、科技楼、宿舍、食堂等辅助设施，总建设面积为18500

平米。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等。

03内蒙古二连浩特—二连浩特市20万吨

小麦加工项目

  项目概况 ：小麦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粮食作物，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面粉的品质要求更高，该项目的

建设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各种精制面粉的需求。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04河北承德—食用菌文化产业园项目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平泉县卧龙镇杏树园子村，

内含10个子项目，分别为中华菌文化博览中心、菌类加

工工业园、菌类生态园、蘑菇庄园、菌文化一条街、美食一

条街、菌类交易市场、培训中心、祖神庙、食用菌标准化园

区、菌类手工艺品工厂化生产项目。

  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05安徽铜陵—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横埠镇，毗邻万华秸秆综

合利用生态产业园。枞阳是农业大县，农作物复种面积达

177万亩，农作物秸秆量丰富，理论上农作物秸秆量达111

万吨，可收集量82万吨。

  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详见附件 ：现代农业项目库

关注中国国际商会公众号（ID: iccchina），后台对话

框回复“现代农业”，查看附件。

如需了解更多地方或企业信息，请联系中国国际商

会会员发展部张羽，zhangyu@ccoic.cn

（来源 ：中国国际商会会员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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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2 0 2 1 年 印 度 尼 西 亚 咖 啡 线 上 推 介 会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咖啡贸易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两国消费者对于咖啡饮品的需求显著增加。由

此，印尼驻华大使馆将联合印尼外交部、印尼驻上海和广

州总领事馆、印尼驻上海贸易促进中心于 2 月 26 日共同

举办印度尼西亚咖啡线上推介会。本次会议将为国内从

事咖啡贸易相关人士介绍印尼咖啡行业发展近况，以期

开拓市场，助力双方发展。

活动时间 ：202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参会方式 ：Zoom ID ：984 8512 0431 密码 ：

eksporkopi （会上提供中文翻译）

联系人 ：赵禹霏  010-86431059

“波兰新公共采购法解析” 线上说明会

2021年1月1日波兰新公共采购法案生效。新的法案

涵盖了所有采购类型，引入纠纷调解程序和机构，对修改

排除条件和参与投标的结构等进行了实质性的更改。为

帮助会员企业更好的了解新法的内容和影响，波兰中国

总商会将联合波兰 DZP 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波兰新

公共采购法解析”线上说明会。

活动时间 ：2021年3月3日17:00-18:30（北京时间）

参会方式 ：会议采用 ZOOM 软件进行，请于2月27

日前在波兰中国总商会网站进行报名 ：

https://sinochampl.glueup.com/event/public-

procurement-law-in-poland-webinar-33204/

会议语言 ：英语

联系方式 ：huayan@ccoic.cn、mapan@ccpit.org

墨西哥投资政策说明会 

为帮助中国企业充分了解墨西哥最新贸易投资政策

及《美墨加协定》（USMCA）的生效将为中国企业在墨

投资兴业、发展北美地区业务所带来的机遇与影响，中国

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墨西哥外贸、投资和技术委员会

将于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上午9:00在线上共同举

办“墨西哥投资政策说明会”。

如有意参会，请于3月5日前扫描以下二维码填写报

名回执。

 

联系人 ：郭晓娟

联系电话 ：010-82217839

邮箱 ：guo.xiaojuan@cco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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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国际商会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单位

序号 会长单位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序号 副会长单位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1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7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8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19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2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4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5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8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31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3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 国家开发银行

36 中国进出口银行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4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44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4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7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51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52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5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56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8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9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60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1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6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63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64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65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6 江苏省苏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7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68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9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70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71 阿里巴巴集团

72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73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75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76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78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79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81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8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83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8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5 万向集团公司

86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87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88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89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91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92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3 经纬集团有限公司

94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96 上海浦东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7 分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8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

司

99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0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1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102 重庆融协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