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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促进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
2017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PECC 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隆重召开

彭飞 邓晨

5 月 12 日上午，2017 中国·天
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PECC 国际
贸易投资博览会在梅江会展中心
开幕。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出席
并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东峰，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致
辞。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出席，副

市长赵海山主持开幕式。
王东峰在致辞时说，中国·天
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PECC 国际
贸易投资博览会，是中国北方重
要的经贸展会，连续成功举办了
23 届，已成为国际经贸交流重要
窗 口 、区 域 创 新 合 作 重 要 平 台 。
本届津洽会以“开拓创新、合作发
展、共创未来”为主题，举办多种
形式的招商引资和经贸洽谈活

本次展会，8 大展区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交流热烈，对接成果喜人。

动，对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经贸
合作、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必将
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当前，天津
市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快建设“一基地三区”，为海内
外朋友和广大企业创新创造提供
了广阔空间。真诚欢迎更多的企
业和客商选择天津、投资天津，加
强友好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共同
谱写创新发展新篇章。
王受文说，津洽会已成为国
际经贸合作、国内区域交流、行业
企业互动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天
津对外开放窗口和招商引资的有
力渠道，为推动天津经济跨越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天津区位优
势独特，产业基础雄厚，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
“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商务部将一如既
往关注、支持天津，进一步办好津
洽会，希望各方通过这一平台加
强交流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开幕式后，李鸿忠、王东峰、
王受文和与会嘉宾察看了津洽会
展馆，走进新疆和田、甘肃、陕西、
中粮集团等国内省区市和央企展
位，详细了解特色商品展销、项目
合作情况，希望用好津洽会平台，
深化与天津务实合作。在天津展
区，与会嘉宾参观了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等展位，深入了解园区招
商引资、项目洽谈等情况。
本届津洽会在筹备过程中始
终体现五个“突出”特点，即突出
经贸服务平台作用，突出京津冀
协同发展，突出“一带一路”倡议
的集聚效应，突出对兄弟省市的
服务，突出电商平台效应。与此
同时，本届津洽会还将围绕贯彻
实施国家战略特别设立 12 场“会
中 会 ”，包 括 京 津 冀 城 市 群 供 应
链研讨会暨环首都一小时冷链
物流圈规划发布会、第三届京津
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环渤海
暨京津冀区域人才智力交流洽
谈会、第七届中国企业“走出去”
战略对话会、东盟国家贸易投资
推介及洽谈会等，帮助企业实现
国 家 政 策 解 读 、企 业 战 略 对 话 、
创 新 发 展 论 坛 、贸 易 合 作 推 介 、
投资洽谈。
2017 年津洽会无论从参展单
位数量还是客流量均较去年大幅
上涨，且现场配套设置更加完善，
会务服务更加有序。本届展会分
为投资洽谈、商品贸易和人才交
流三大板块，设置标准展位 3100
个，在天津展区，设滨海新区、中
心城区、绿色农业、城市建设、科
技 创 新 、先 进 制 造 业 、
“一带一
路”、特色旅游等 8 个专业展区和 1
个公共宣传推介区；在外省市展
区，设香港、台湾地区和 22 个省市

的独立展团及中粮、中海油等大
企业展团；商品贸易展区设全国
老字号名品展、全国特色商品展、
游轮游艇展、外贸进出口商品展、
工艺品展等专设展区。人才交流
展区设在市人力资源促进中心，
是津洽会的分展馆 ，有 400 个展
位，将集中开展人才交流和招聘
等系列主题活动。
当前，天津迎来京津冀协同
发展、
“一带一路”、天津自由贸易
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
及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重要
战略机遇叠加期，开始了新一轮
快速发展时期，正在向建设北方
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
城市的目标阔步前进。津洽会是
中国北方重要的经贸展会，已经
成为各方合作发展的盛会，成为
扩大招商引资、加强区域合作的
重要载体，成为走向东北亚乃至
世界市场的重要开放窗口。
除合作洽谈和展示交易外，
津洽会带来的“溢出效应”也为天
津市酒店、餐饮、百货等行业带来
利好。自津洽会开幕以来，来自
国内外的大量客商涌入津门，在
考察天津投资环境，与各界加强
接触沟通携手共同发展的同时，
直接带动了市区及展馆周边交
通、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业的繁
荣与火爆，对相关行业拉动作用
十分显著。

开幕式当天前来参观的人数，创历届展会新高

都去做平台，谁来做实体？
沈瑶

2016 年美国大选，唐纳德·特朗普高擎
让
“美国再次强大”
的旗帜成功当选美国第58
任总统。而针对其不久前
“促使制造业回流”
的公开表态，
令好似“生出铁锈”
般的传统工
业和制造业重新回归公众视线，
引发全世界
的关注和猜测。
在足不出户
便可网罗天下大
事的今天，
互联网
与信息化让生活
出现巨变，
各种交
易平台的涌现势

如破竹，一夜间朋友圈变成了“小商品市
场”
，
昔日的同窗一个个开起了网店，
谁也忘
记不了儿时说过的“要一起当科学家”的梦
想。有时我们也不禁问起：
大家都一拥而上
做平台，
那么制造业、
实体谁来做？
事实上，
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主要指的
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利用一定的工具所创
造的经济。在其发展过程当中，
能够保障人
类生活的基本需求，
改善物质生活水平，
通过
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与国际竞争力获得提升。在今天，
产业空心
化，
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
实体经济对外依存
化、低度化与低效化正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的显著特征，
也是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麦购（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时
俊曾说：互联网应该是为实体企业服务的，
可如今实体企业却受到互联网经济如此大
的冲击，实体企业需要从自身寻找问题，寻
找突破的方式。实体要顺应平台，
要努力与
互联网对接，通过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先进
的互联网管理平台更加便捷地与工作人员
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在 2015 年 11 月
G20 峰会和
“十三五”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
上均被提及。2017 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
强调促进实体企业的升级，
加快新旧平稳对
接，二者协同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实现新的
突破。当前的实体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产

能过剩的问题，盲目追求 GDP 的增长以及投
资驱动型经济发展体制让实体经济面临产
能过剩的情况。实体经济在未来追求精细
化发展，
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则是未来实
体经济实现突破的必由之路。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被广为倡导的“工匠
精神”
，
那是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一种爱岗
敬业的精神，
一种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追求
完美、
追求极致的精神。曾几何时，
我们艳羡
百年老店门前排起的长队，
感叹手艺人制造
的精良。科技高速发展，
大时代仍需要工匠
精神，
我们有责任唤起传承的意识，
保护、重
振民族制造业，
不让
“手艺”
变成
“守艺”
，
足履
实地的做好实体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