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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 霞

聚力扩内需 畅通双循环。与商贸

企业一道共享安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

成果、共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

需求、共同打造惠商安商投资兴业的新

环境……11月 26日下午，安徽省商务

厅采取主会场、分会场联动形式，举办

安徽省商贸流通业双招双引推介会，共

推介107个项目，投资总额1145亿元。

安徽商贸商机无限

2021年，安徽社消零总额跨上2万

亿元台阶，达到2.1万亿元，商贸企业在

安徽也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据安徽省商

务厅厅长方旭在推介会中透露，2021年

安徽省限上商贸企业已经达到1.7万家，

销售额过百亿企业达到29家，全省网上

零售额超过3000亿元。

从各个层面来看，安徽商贸投资环境

都极为卓越。作为商贸流通业主管部门，

安徽省商务厅今年以来践行“一改两为五

做到”，强化政策支持，创新出台了商贸流

通纾困10条等政策，下拨省级流通业资

金6000万元，累计发放消费券6.5亿元。

“我们正加快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

系，实施‘品质生活 徽动消费’行动，这将

为广大商贸企业带来无限商机。”方旭说。

推介会上，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黄

英发布了安徽省商贸流通业重大招商项

目。黄英表示，这些项目特点鲜明，亮点

纷呈：一是行业类别齐全，涉及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仓储物流、服务业等6大

行业，基本覆盖商贸流通行业所有大类；

二是投资规模较大，涉及投资额从百万

元级别到百亿元级别不等，最大的单体

招商项目——宿州市黄淮海智慧物流产

业园项目，投资规模达300亿元；三是覆

盖地域广泛，分布在全省16个市。

各市政策亮点突出

推介会上，合肥、芜湖、阜阳等市领导

分别作推介。从推介情况来看，各市都为

商贸投资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据合

肥市副市长赵明介绍，合肥市消费品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占全省23.8%。为支持商贸企

业发展，合肥市量身定制“一事一议”政

策，设立产业链服务“专班”，每个项目配

备服务“专员”；为企业提供从项目接洽到

建设、运营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今年以来，芜湖市商务系统共开展

消费券发放活动20余场，总计发放电子

消费券1.2亿元，直接带动消费超过10

亿元。为优化商贸发展环境，芜湖市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据芜湖市副市长杨正

透露，芜湖市已制定《芜湖市第三产业发

展壮大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围绕八大行动实施29项具体工作。在全

省率先出台芜湖市促进夜间经济发展若

干政策规定，出台商贸流通业发展若干

政策规定，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支持直

播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规

定》和《芜湖市关于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本次活动招商推介项目最多的

阜阳市政策优势也非常突出。据阜

阳市副市长邓剑军介绍，安徽省委、省

政府出台进一步推动皖北地区高质量

发展若干意见，给予阜阳市企业所得

税15%省级分成全额返还的特殊政

策。阜阳市也出台了促进现代服务业

发展扶持奖补政策、建设全国有重要

影响力区域性消费中心的实施意见。

“今年，我市又投入8000万元用

于发放消费券，撬动消费资金超过12

亿元。”邓剑军推介说：“这次大会，我们

共集中推介现代服务业及商贸物流产

业项目19个，总投资195.6亿元；既有

商贸物流项目，也有对接产销、农商互

联的特色产业项目，还有紧跟消费潮

流、打造消费热点的特色商业街区项

目。”

推介会上，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了集中签约活动，共签约项

目45个，总金额120.78亿元。

■ 单玉紫枫

五年前的11月27日，

首个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

合作示范区花落宁波。

五年间，宁波以先行者的担

当，勇担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和历

史责任，不仅成功打造了地方参与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浙江样板”、深化

中国-中东欧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

更成为立足长三角、联通中东欧、融入全

球化的新通道。

如今，五年过去了，于中东欧而言，

“示范区”三个字早已是这座城市的别

称。而宁波的城市简称“甬”，就意味着通

往中国大市场的“黄金通道”。从地中海

到波罗的海、从多瑙河畔到巴尔干半岛

……这种印象无处不在，它因开放优势和

合作基础而来，因国家级展会、市场赋能

等而兴，由购买力、营商环境等而彰。

保加利亚留学生高伟义有事没事，就

爱到宁波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来转转。在

他眼中，这里是连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桥梁，也是宁波走向中东欧的一张名片，更

是消融乡愁的一方乐园。去年，这里升级

为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今年又陆

续推出多场“嗨购中东欧”，超4000款中东

欧商品和15000份中东欧爆品在活动期间

走红。对于遍布全国的中东欧分销商来

说，“在这里进一次货，就可以接触到一个

4000多种中东欧商品的大后方。”

十公里外，印象城华润万家超市的中

东欧专区同样迎来了五周岁生日。自

2017年，华润万家与宁波进口商品中心

合作举办首届中东欧进口食品节起，五年

来，仅华润万家超市已累计推出了1000

多款中东欧商品，从最初的食品、乳制品

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视线再拉远。放眼全国，宁波已在

20个城市开设了43家进口商品直销中

心，覆盖江苏、安徽、广西、河南、云南、湖

北、山东、浙江、重庆、上海等地。今年进

博会期间，宁波人甚至把中东欧常年馆的

迷你版搬进了“四叶草”；在线上，京东、抖

音、微信小程序等各大平台，中东欧商品

国家馆不断攻城拔寨，销售网络“全面开

花”，引进的中东欧商品相继入驻“太享

购”“驿网云仓”……

“借船出海”，让中东欧商品的销路不

断“借梯登高”。

五年来，这样的故事几乎俯拾皆是。

宁波深知，围绕经贸合作，最好的示范场景

就是通过搭建完整、连续的贸易链条，持续

地产生用户粘性。这种示范是全方位的，

从产品到服务到理念到制度，直至一整条

物流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更新。

潜移默化间，这种示范培养着宁波的

贸易商，也激励着每一个身处开放型经济

的个体。很多人受到过“刺激”，也有很多

人因此脱胎换骨——

在中东欧，波兰Victaulic铸钢

和铸铁件生产厂、斯洛伐克VRM飞

行模拟器、匈牙利新能源滑板车共享

充电站、敏实集团塞尔维亚工厂等一

批批有着宁波印记的项目走出白纸

黑字，纷纷落地；在中国，从宁波老外

滩走出的“中东欧之家”已经遍布十

多个城市，未来3年，这个数字将达

500个；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全国首个

区域级平台落户宁波，诸如全国首个

中东欧商品采购联盟、中国—中东欧

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中

东欧国家职业院校产教联盟等，引领

风气之先。

某种意义上，“示范”驱策着宁波

过去五年的先行突破，也鼓舞着下一个

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接续奋斗。对一

个立志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黄金通

道”的城市而言，勠力前行，会让这条

“示范通道”变得更宽更大。

■ 杨晓卉

据统计，目前河南省漯河市食品产业

总规模超2000亿元，占河南省的1/5、全国

的 1/50，创造了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50%、营收的 60%、税收的 70%、利润的

80%，食品行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个，河

南省著名商标64个、名牌产品27个，全国

首家“中国食品名城”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近年来，我们聚焦食品主导产业，绘

制招商图谱，实施产业链招商，致力打造完

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为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注入了强劲

动力。”漯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漯河市精细绘制食品产业招

商图谱，实行“一县一策、一链一策”，市级

绘制了《漯河市食品产业链招商图谱》、各

县区围绕细分领域分别绘制了装备制造、

休闲食品、宠物食品、调味品等20套招商

图谱，形成了“1+20”招商图谱体系，并编

制了食品添加剂、特膳食品、粮油制品等

14套“两图一表”，增加《食品独角兽企业

招商图谱》《食品领域风投机构对接图谱》

《行业组织对接图谱》《食品行业重点展会

图谱》，招商图谱已成为漯河实施产业链招

商的“作战地图”。

同时，漯河市推进“六个打通”，食品产

业链条愈加丰满。围绕打通食品产业和装

备制造产业，建设了智能食品装备产业园，

已吸引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实

现年营业收入80亿元；围绕打通食品产业

与包装产业，建设了临颍食品饮料包装专

业园，年产各类饮料包装45亿只，园区年

营业收入近30亿元，已成为中部地区最大

的食品饮料包装产业基地；围绕打通食品

产业和医药产业，引进了微康益生菌等企

业与国家体育总局合作开发的运动营养食

品项目，建设了食品微生物研究院和产业

园，推动漯河食品产业升级换代；围绕打通

食品产业与盐化工产业，依托舞阳县地下

深井盐优势，总投资68亿元的60万吨食

品级、医用级、注射级小苏打项目已启动建

设；围绕打通食品产业与物流产业，主要发

展以冷链物流为重点的食品物流产业，全

市国家A级物流企业24家，相继有9家企

业上榜全国冷链物流百强，成为河南省唯

一的“中国快递示范城市”；围绕打通食品

产业与动物饲料产业，引进美国嘉吉20万

吨玉米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规划建

设总投资10亿元的宠物食品科技产

业园，一条新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漯河市为优化环

境，在全省首创建设了“政策计算器”

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查询、政策匹

配、精准推送、企业诉求处理等“一站

式”服务；形成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服

务模式，帮助“自嗨锅”先期租赁厂房

快速生产，抢占市场；创新轻资产项目

“拎包入漯”、重资产项目“签约即拿

地、拿地即开工”模式，将投资项目审批

时限压缩至30天，双汇5000万只肉鸡

全产业链项目、卫龙三期产业园等重大

项目均实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投产达

效。

■ 本报记者 伍鹏程 通讯员 向尚婷

11月25日，2022（第七届）中国国际

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闭幕。期间，世界

多地名优特食品和餐饮集中亮相，共接待

专业采购商及观众3万多人次，现场达成

交易及意向订单约8.2亿元。

本届食餐会以“促进消费，创新发

展”为主题，展览面积8万平方米，设置食

材、餐饮、预制菜、智慧餐饮、包装、调味

品等展区，参展企业约1800家，集中展

示国内外食品餐饮行业发展成果，推动

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交流与合作，探

索食品餐饮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

路径。

今年食餐会吸引江西、海南、云南等

12个省区市组团参展，现场还设置香港

地区馆及韩国馆、非洲馆、澳大利亚红酒

馆，世界多地名优特食品和餐饮集中亮

相。现场设置的“味道湖南”美食品牌展

区、阳光助残展区、乡村振兴展区等，利用

展会平台效应，推动国内餐饮行业迅速复

苏。食餐会同期举办2022第五届中国湘

菜食材电商节、2022第六届湖南名优特

新粮油产品展示展销会、2022湖南（长

沙）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食餐会期间还举办了中国国际食品

餐饮创新发展论坛、第三届中国餐饮数

字化发展大会、中国湘菜预制菜产业发

展大会等，以及“湖南好韵味，一碗天下

香”湖南米粉专场推介会、海南名特优

产品推介暨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专场

招商会、云南绿色食品产销对接会等招

商推介活动，中国咖啡师团体锦标赛、

“虾王争霸”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全国

鱼鲜烹饪大赛等赛事活动。其中，云南

绿色食品产销对接会现场促成湘滇两

省10家企业合作签约，成交金额近2.5

亿元。

据食餐会组委会介绍，自2016年举

办以来，参观总人次累计突破95万，现

场交易额及意向订单累计约 200 亿

元。本届食餐会原定11月 24日至

26日举办，为深入贯彻“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切实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疫情防

控部门相关要求，于11月25

日提前闭幕。

本报讯 11月24日，第二届中国米粉节在南昌绿地国际

博览中心开幕。本届米粉节以“小米粉大产业 扩内需促发

展”为主题，共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销、特色活动3大板块，

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开幕式上，江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谢一平向江西

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省政协原常委、省社会科学院原

党组书记兼院长汪玉奇颁发“赣菜美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

长”聘书；中国饭店协会资深会长韩明向南昌市西湖区区长

杨燊颁发证书，中华米粉美食街荣获“米粉地标美食街区”

称号。

本届中国米粉节主展馆面积超3万平方米，有来自23

个省（区、市）的近500家企业参展，特装率达到60%，相较

第一届中国米粉节展览面积扩大了7000平方米、参展省

（区、市）数新增了7个、参展企业数增加了20%、特装率提

升了10%。同期搭建线上展示销售区，在淘宝聚划算、抖

音等知名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在饿了么平台上线江西

数字美食藏品馆。

本届中国米粉节活动形式丰富，线上线下全开，各类

活动累计超26场，举办了2022中国米粉产业发展大会、

2022全国文旅民宿酒店产业峰会暨乡村振兴发展论坛、

2022赣菜创新大赛暨米粉擂台赛、“寻味江西 百县百味”

赣菜美食季启动仪式等活动；开展了活动标识、吉祥物及

文创作品征集、米粉趣味知识问答和抽奖等系列预热活

动。

此外，本届米粉节广泛邀请国内米粉原料、生产、机

械、速食品、餐饮、调味品、品牌孵化等产业链上下游龙

头企业参会参展，江西省内外一大批米粉一线品牌亮相

大会，大力推动中国米粉节从消费型展会向专业型展会

转型。

本届中国米粉节坚持项目为王，大力促进行业企业

交流合作，开展促销活动。与此同时，同期举办了2022

中国米粉产业链产销对接会、第八届中国团餐产业发展

大会等对接洽谈、研讨交流会议。在主展区还设置了

江西省内外特色小吃消费专区，中华米粉美食街作为

分会场同步开展系列配套活动，万寿宫、绳金塔等多个

夜间经济街区同步开展促销。 （范利飞 吴於锦）

本报讯 11月24日，2022中国米粉产业发展大

会在南昌召开。来自国内米粉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

和一线品牌企业、众多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以及专

家学者齐聚赣江之滨，就国内预制食品发展趋势、打

造米粉特色消费新场景、后疫情时代米粉实体店的

机遇与挑战等新话题、新趋势展开了深度的研讨交

流。

中国饭店协会资深会长韩明认为，当下团餐市

场平稳增长，预制菜市场快速增长，餐饮新零售趋势

明显，外卖市场持续扩大，而米粉产业涵盖了餐饮

新趋势的特性，深度融合了一二三产业，是新兴发

展势头迅猛的行业，也是不断升级和增强产业链供

应链的行业。下一步，中国饭店协会将着力为行业

搭建预制菜研发平台、标准体系平台、产业园建设

平台、供应链合作平台、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对接平

台，助力米粉产业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

江西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饶芝新表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米粉产业发展迎来新

机遇，米粉作为餐饮行业的生力军，正成为新的

风口。江西省委、省政府顺势而为，先后出台系

列政策举措，推动全省米粉产业驶入发展快车

道。特别是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米粉节后，江西

米粉产业呈爆发式增长。2021年，江西省米粉

年销量170余万吨、产值超110亿元，米粉出口

量占全国出口总量30%以上，远销北美、欧洲、

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增米粉销售门

店5000多家。下一步，江西省将从生产、流通、

消费三端协同发力，以创新驱动米粉产业高质

量发展。

南昌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涛表示，南昌是传

承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是历史人文鼎盛的文

化之城，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更是一座

有滋有味的美食之城、米粉之城。当前，南昌米

粉产业处在提速、创新、开放的“风口”。南昌市

将增强米粉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衔接性，吸引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投资南昌，把南

昌打造成为国内米粉产业发展成果的创新集

聚地。

据介绍，本次米粉产业发展大会层次高，

邀请到了米粉行业内一大批龙头企业和一线

品牌企业，众多兄弟省（市、区）行业协会主要

负责人参会。大会形式灵活多样，设置了致

辞、主旨演讲、圆桌会议、报告发布、战略合作

签约等环节，推动各方深入探讨。

（范利飞 吴於锦）

第二届中国米粉节开幕

引领米粉新趋势
共迎融合新机遇

推出107个项目 投资总额1145亿元

安徽再掀商贸投资热潮

从甬到通，宁波何以示范？

河南漯河：高质量打造食品产业链生态

现场达成交易及意向订单逾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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