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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 2017 年度
在此向平日以来对于宫城县国际经济振兴协会在华业务给予理解与支持的各位，致以由衷的感谢。
本人自今年 4 月份起就任大连事务所长一职。还望今后多多关照。
大连事务所设立至今已经进入了第十三个年头。本所将继续发挥中国与宫城县两地间纽带的作用，
开展各类工作。也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各位的大力支持与鼎力协助。
宫城县大连事务所长

事 务 所 要 闻

主 要 业 务 内 容
在此介绍一下 2017 年（平成 29 年）3 月至 6 月

林 香

在此介绍一下其中主要的 4 个活动。

间的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要闻-1
＝３月＝

参加上海高岛屋举办的 北海道·东北物产展

・参加大连某旅行社举办的推介会、洽谈会（大连）

3 月 31 日（周五）至 4 月 10 日（周一）期间，
于上海高岛屋百货店内举办了“2017 年北海道·东
北物产展”。

＝４月＝
・新所长赴任（大连）
・参加上海高岛屋物产展（上海）
・县空港临空地域课长访问大连市政府（大连）
＝５月＝
・访问吉林省外办、长春市外办（长春）
・参加大连赏槐会暨中日观光高峰论坛（大连）
・七十七银行支店长研修团来所访问（大连）
＝６月＝

4 月 8 日（周六）、9 日（周日）两天，作为日
本文化体验的一环，在现场举行了宫城县传统偶人
彩绘体验活动，并特邀来自宫城县“弥次郎偶人行
业协会”的新山理事长到场，作为嘉宾现场指导偶
人彩绘。
当天有众多家庭为单位的观众参加，现场热闹
非凡以致准备的活动用偶人提前用完。

・视察辽宁省自贸区大连片区（大连）

在理事长的指导下，参加活动的观众认真地按
照自己的设想给偶人上彩。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下列活动。

在活动的两天时间里为上海市民带来了切身体
验宫城县传统文化的机会。

○对中国企业及有关部门等的访问或来访接待
○针对各县内企业·团体·机构的需求进行调查和
信息收集提供
○有利于两地交流相关资料的翻译与内容确认等

此外，在物产展期间，还在会场内的展示角布
设七夕装饰，向来场宾客发放宫城县观光宣传册，
宣传推广宫城的大美风光。

○参加劳资相关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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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日本地区发生的
年东日本
地区发生的大地震
大地震被迫停航，虽然
，虽然 2012
年 3 月曾一度复航，但于同年
月曾一度复航，但于同年 12 月再度停航至今。
现在，宫城县方面携仙台国际机场株式会社一
同，就北京-大连
同，就北京
大连-仙台定期航线的复航积极开展活
仙台定期航线的复航积极开展活
动。作为促进两地经济合作以及旅游观光往来的重
要因素之一直航航线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今后能够
要因素之一直航航线是不可或缺的
直航航线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今后能够
进一步扩大宫城县与大连市间的交流，希望北京
进一步扩大宫城县与大连市间的交流，希望北京大连 仙台航线能够早日复航。
大连-仙台航线能够早日复航。

偶人彩绘体验现场情况

县空港临空地域课长访问大连市政府

新山理事长展示完成彩绘的偶人

要闻
要闻-3

县国际经济·观光局长出席大连赏槐会暨中
县国际经济·
观光局长出席大连赏槐会暨中
日观光高峰论坛
5 月 22 日（周一）、23
、23 日（周二）于第
日（周二）于 28 届大
连赏槐会期间，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召开了“中日
连赏槐会期间，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召开了“中日
观光大连高峰论坛”。
本论坛，意在拓宽中日两国交流，构筑两国一
体化旅游机制为目标，今年为第二次举办。
论坛有来自两个政府、自治体相关人士，以及
智库、旅游从业人员等参加，从多角度多方面共同
就拓展双方观光交流为题进行研讨。
会场内的展示角

要闻-2

县空港临空地域课长 访问大连市政府
为促进停航中的北京-大连-仙台
为促进停航中的北京
仙台定期航线的复
定期航线的复
航，县空港临空地域课笼目课长一行于 4 月 17 日
（周一）与大连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会谈，并转
交了宫城县知事致大连市长的亲笔信。
北京-大连
大连-仙台航线是由中国国航于
仙台航线是由中国国航于 1994 年开
航的定期航线，高峰时段每周三班往返，由于 2011
航的定期航线，高峰时段每周三班往返，由于

论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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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县方面有来自国际经济·观光局的高砂义
行局长出席会议，对宫城县概要及观光资源进行介
绍的同时，还提议进一步促进交流机制的建设。

要闻
要闻-4

七十七银行支店长海外研修团来所访问
七十七银行支店长海外
研修团来所访问
5 月 23 日（周二）至 25 日（周四）期间，七
十七银行支店长海外研修团来连进行研修。
研修团一行自 21 日（周日）起于上海研修后，
自 23 日（周二）起开始大连的研修之旅。在访问
驻连宫城县内企业后，前来大连事务所进行了访问。
作为本所，通过 DVD 向各位研修团员介绍了大
连市概况，加深了其对于大连市整体概况的理解。
连市概况，加深了其对于大连市整体概况的理解。

会场布设的自治体宣传板

七十七银行支店长研修团全员
高砂局长介绍宫城县情况

大 连 新 闻

此外，还于同期 22 日（周一）
）在劳动公园内举
在劳动公园内举
办了“赏槐会·
办了“赏槐会·JAPAN
JAPAN DAY”活动，现场通过布设
DAY”活动，现场通过布设
观光宣传册，向大连市民介绍宣传了宫城县的魅力
风景。

辽宁省自贸区大连片区正式挂牌
去年 8 月，第三批 7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
提上日程，今年 3 月公布了具体的实施细则。
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以
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提供
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以
及更宽松的审批环境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同
及更宽松的审批环境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同
时，作为贸易规则国际化的试点基地，首批于 2013
年在上海设立，次年公布了第二批共三个新设自贸
区，分别为天津市、福建省、广东省。
作为本次新增的 7 个自贸区之一，辽宁自贸区
包含大连片区、沈阳片区和营口片区三个部分，作
为增强东北老工业基地综合竞争力及促进对外开放
为目的设立。
希望借此新政，能够逐步强化大连在世界贸易
领域的重要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与日本间的贸易往

于劳动公园介绍宫城县

来。

3

用于电子支付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要“哔”地扫
一下，便可轻松完成支付。
据统计，2016 年国内电子支付规模已经达到
57 万亿元，相较 2015 年的 11.9 万亿元规模暴涨 5
倍多，而 2017 年第一季度便已超过 2016 年全年的
三分之一达到 22.7 万亿元。据此，2017 年全年预
计规模将达到 98.7 万亿元，约合 14.5 万亿美元，
这一规模已经超过了 2016 年菲律宾全国 GDP 总额。
接下来介绍一下与“电子支付”密不可分的
“网上购物”
。
沈阳自贸区大连片区沙盘

据统计，电子支付总额中有 23%是来自网上购
物时发生的结算，虽然表面上“仅有”13.1 万亿元
的结算金额，但其背后却是生产、销售、物流、仓
储、配送等众多相关行业的协作运营。
截止 2015 年，网购相关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
两千万人，其中网购直接从业人员达到 250 万人。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下一期将为各位带来其余两项“新四大发明”
的介绍。

一站式综合办事大厅

中 国 本 地 信 息

编辑后记
时隔 20 年再次来到大连。被这个城市翻天覆地的
发展震惊到无以言表。
虽然现在仅是跟上快节奏的发展速度就很吃力
了，但还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情。
（ＬＸ）

中国新四大发明（1）
“司南”、“火药”、“造纸术”以及“印刷术”
作为“四大发明”向世界展示了古代中国先进的劳
动力水平。它们的发明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
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时光荏苒，来到 21 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生活
的外国人列选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和曾经
的“四大发明“一样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同样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电子支付”、“网上
购物”、“高铁网络”以及“共享单车”。这次为
介绍一下其中两个。
首先是“电子支付”
直至 5 年前，出门随身携带钱包还是一个十分
普遍的现象，但时至今日却很少有人带着钱包购物
了。原因正是“电子支付”的盛行。作为现今的电
子支付，不仅可以进行个人支付功能，还可以作为
收款账户进行转账汇款，因此不仅在各大商超，就
连小型的便利店、出租车、甚至是路边小店都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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