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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参加
——
2017 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展销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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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9 日，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人潮涌动，作为 2017 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重要版块——
—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展
销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期间，两岸政界、商界嘉宾云集，共同见证 30 年来台商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市作为江苏台资集聚新高地，共组织江苏敏安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实联集团、全稳农牧科技集团等 9 家在淮台企参展，集
中展示近年来台企发展及淮台经贸合作的成果。 参展期间，国台办、海协会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亲临淮安展厅，对在淮台企发展成
果给予高度赞赏，淮安台资集聚新高地的品牌进一步打响。

国台办和省市领导在实联集团展区调研

■9 家台企精彩亮相
本次展销会由发展成就展和企业
产品展销两部分组成，大陆各地近 700
家台企和数千种产品参展。 我市 9 家
企业分别为江苏敏安电动汽车、 实联
化工、实联长宜、全稳农牧科技、大量
科技、江苏贝臻国际商贸、盱眙家禾旺
饼烘焙、江苏禾邦胶粘材料、锦乔生物
科技，共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机械、农
业、食品、生物科技、建材、家具等多个
产业领域。
具体来看， 参展企业无论是投资
体量还是发展成绩， 都可谓我市各领
域台企的标杆。 其中，总投资 13 亿美
元的实联化工是我市盐化新材料产业
的领军企业之一； 获批第五张新建纯
电动乘用车生产牌照的江苏敏安电动
汽车更是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
头。 另外，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现代
科技发展生态养殖的全稳农牧科技也
是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代表。
展会搭台， 企业唱戏。 本届展会
上，我市台企携带最新的产品、最新的
技术， 全面展示在淮发展的成果。 其
中，4 家特装展区更是成为与会嘉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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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台湾青年在淮创新创业的成
果。
企业在展会上的精彩表现也是淮
安 101%服务的另一种诠释。 事实上，
在展会前，为做好组展、布展等工作，
市台办做了大量的准备和服务工作。 9
月 11 日， 省台办展销会筹备工作会
后，市台办第一时间整理材料，将会议
精神向分管市领导进行汇报， 听取指
导， 争取支持；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小
组，由市台办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
导、市台协会长任副组长，相关业务处
室负责人、各县区台办主任、市台协执
行会长为小组成员， 形成了高效完备
的工作架构；与市商务局、经信委等部
门对接， 学习借鉴其组织企业参加国
内外各类展会的经验做法。 同时，依托
市台协平台， 向台商台企广泛宣传展
销会的目的和意义， 鼓励有意向的台
企积极参展。 先后走访了敏安汽车、实
联化工、全稳农牧科技、大量科技等行
业标杆台企，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了解
企业参展诉求或问题， 鼓励企业积极
参展。

江苏敏安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展区

实联集团展区

擦亮淮安台资高地名片

局局长张世宏等领导莅临我市 4 家特
装展区参观调研。 每到一处，都会详细
了解我市台企发展情况。 在敏安汽车
展区，在听取企业产品特点、性能、生
产等情况介绍后，郑栅洁、陈震宁与敏
实集团董事局主席秦荣华等共同为
D02 车型揭幕， 并鼓励企业加快产品
上市步伐， 不断把电动汽车产业做大
做强。 在实联长宜展区，郑栅洁详细听
取企业产品介绍，了解产品应用，认为
企业研发的新能源电池等产品市场前
景广阔， 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科技创
新与研发应用。 在全稳农牧科技展区，
陈震宁详细询问企业发展特色及生产
经营情况， 当得知企业是由台湾稳懋
集团投资建立时， 陈震宁称赞说：“一
边做半导体、 一边用高新科技发展养
殖，很了不起。 ”
11 月 8 日， 省委书记娄勤俭考察

调研了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展销会。 在
江苏馆，娄勤俭先后来到全稳农牧、实
联集团、敏安汽车等淮安台企展位前，
仔细观看展出的各类产品， 详细了解
各相关企业实施智能制造、 推进绿色
循环发展模式的做法， 询问台商对改
善政务服务和创新创业环境的意见建
议。 他希望，在苏的台商企业充分发挥
在精密制造、创意设计、绿色循环等领
域的优势，与江苏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提升。
展会期间，代市长蔡丽新、副市长
顾坤赴现场调研指导。 调研中，蔡丽新
强调， 此次展会为全面展示淮台经贸
合作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 也为广大
台企拓展内销市场提供了更多机遇。
她希望企业在全面展示的同时， 抢抓
机遇，谋求更大发展。

市领导在大量科技展区调研

■交流合作乘势而上
共筑淮安台资高地新梦

展现淮安台资高地风采

注的焦点。
在敏安电动汽车特装展区， 白色
基调的展台上，一列呼啸前进的“复兴
号“高铁造型气势宏伟。 敏安电动汽车
以“成就中华民族汽车工业的梦想”为
主题， 携最新研发设计的电动超跑
D02、电动 SUV E01 等电动车型及多
款零配件亮相此次展销会， 首次向外
界展示了新能源整车研发的实力和阶
段性成果。
在实联集团特装展区， 实联长宜
淮安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展示了其独立
研发的三电总成系统（电芯、电机、电
控）、家用储能系统以及与南京依维柯
合作开发的纯电动商务车、物流车。 在
展区的另一侧，实联化工厂房、水上办
公楼等精彩照片简介同样吸引着不少
嘉宾驻足， 在淮台企的风采全面地呈
现在世人面前。
标准展区同样亮点纷呈。 为吸引
客户眼球， 贝臻国际商贸特地进口马
来西亚餐桌椅及泰国凳进行展示；锦
乔生物科技展示了复合益生菌固体饮
料、复合益生菌冻干粉等多品牌产品，

■各级领导莅临调研
多年来， 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已成为两岸交流的靓丽名片， 备受各
界关注。 展销会期间，国台办、海协会、
省委省政府等各级领导莅临我市展厅
参观调研，了解台企发展情况，为淮安
台企点赞， 进一步擦亮了我市台资集
聚高地的名片。
11 月 7 日上午， 展销会启动仪式
过后，嘉宾巡展活动开始。 巡展期间，
全稳农牧科技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嘉
宾， 他们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
德 铭 和海 峡 两 岸关 系 协 会顾 问 陈 云
林。 在全稳农牧科技，两位领导分别与
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企业
发展情况，对淮安服务台商、打造台资
集聚高地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7 日上午 10 时许， 在省台办主任
杨峰的陪同下，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
任郑栅洁，副省长陈震宁，国台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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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稳农牧科技集团展区

大量科技（涟水）有限公司展区

“本次展会，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展示的舞
台，让大家更加了解台商、台企，知道台商在做什
么；另一方面，也为企业交流提供了平台，将进一
步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敏实集团董事局
主席秦荣华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
正如秦荣华所说，对我市台企来说，本次展
会，既是大陆台资企业产品的展销会，也是台企
间寻求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展会中，我市台企一
手抓展销，一手促合作，收获颇丰。
为一改人们对传统养殖业的认知，全稳农牧
科技将淮安独特的水乡建筑风格融入到展厅设
计中，青砖小瓦、绿树红花，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
息。 同时，通过视频、图片等形式，全面展示养殖
的新技术、管理的新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此次
展会极好地展示了企业的特色产品、 理念和技
术，不仅让大家看到台企也在调整结构、在转型，
也让大家对现代养殖业和我们的产品有了新的
认识。 ”稳懋集团董事长陈进财说。
实联集团有关负责人在总结参展成果时表
示，实联集团通过参展，一是展示了公司的美好
形象，展出了产品的优良品质，展现了公司的发
展愿景；二是坚定了发展信心，很多参展客商对
大宗化工产品纯碱、氯化铵、工业盐等市场走势
信心十足，希望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为他们提
供更多的保障；三是拓展了业务，部分参展客商
在了解到生技产品“软水盐”的品质、性能、用途、
价位等信息后，对产品的营销策略表示出浓厚兴
趣，为生技产品的上市推广寻求合作机会。 其中
有意向合作的客商 10 多家， 已经达成合作意向
的客商 4 家，希望签单销售的客商 3 家。
大量科技展出了自主研发的自动钻针研磨
机、IC 封测机等先进精密设备。“企业云集，不仅
能为企业拓展潜在的客户，也能让我们了解其他
产业，发现新的机遇，寻求新的突破。 ”大量科技
（涟水） 有限公司业务营销部经理苏培泓在展会
上说。而展会结束后，记者获悉，正如苏培泓所期
待，有多家零配件厂商前来展销会拜访，表示出
浓厚的合作兴趣。江苏禾邦胶粘材料有限公司同
样在展会上实现了业务的拓展，许多食品商对他
们的水性印刷油墨感兴趣，主动把无锡申凯包装
带来展位，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富鼎特种织品也
对该企业的车用泡棉胶与水性胶感兴趣，并提供
了需要胶粘的片材到工厂试样。家禾旺饼烘焙现
场还售出了 150 个无水蛋糕、10 盒凤梨酥、20 盒
蛋黄酥、20 盒绿豆凸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