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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社团法人宫城县国际经济振兴协会大连事务所
中国 116001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15 号
国际金融大厦 13 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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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86－411－8250－7439
E-mail：gb-dalian@miyagi-dal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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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快乐
感谢大家平日以来对宫城县国际经济振兴协会在华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新春在四处张灯结彩中度过，于烟花爆竹声中拉开了新一年的序幕。今年作为二战结束 70 周年，中
日两国关系也将继续被世界瞩目，在关注局势变化的同时，本所也将发挥应有职责为期望在中国开展业
务的企业及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流的团体提供支援，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得到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与
帮助。
大连事务所长 斗泽 庆一

主要业务活动

事务所要闻

在此介绍一下 2014 年 11 月末至 2015 年 2 月

在此介绍一下其中主要的四个活动。

间的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参加「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
＝

11 月

＝

参加了包括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内，与其他城

・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

（北京市・参加）

市由各日本领事馆主办的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在会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市场开拓研讨会 （大连市・参加）

上向与会各界人士宣传展示了宫城县的复兴状况及观

＝

光风景。

12 月

＝

・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

（上海、广州市・提供资料）

11 月 27 日（周四），在位于北京市内的日本驻华

・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

（沈阳、大连市・参加）

大使官邸举办了招待会，以中国政府为首、会上共有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食品业界协议会 （大连市・出席）

来自各国大使馆及日本商会干事等各界人士约一千人

＝

到场，会场气氛热烈祥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外交

1月

＝

・发行大连事务所活动信息（No.21）
・上海商贸交流会
＝

2月

大
（上海市・参加）

部部长助理刘建超也来到各展位间谈笑风声，让人感
到中日关系向好的迹象。

＝

・东经联青岛商谈会

（青岛市・参加）

・访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分部、视察青岛市内 大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下列活动。
○对中国国内企业及有关部门等的访问及来访接待
○针对各县内企业·团体·机构的需求进行调查和信
息收集
○巡访大连市内各旅行社
○协助翻译、确认观光旅游资料等
○参加劳务关系等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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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情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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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人到场参会，其中包括十余家来自宫城县的企业。
在本县展位，与会人士多有关注震后复兴情况的

交流会第一阶段，由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的福本

询问，通过展示复兴后的照片让大家了解到现在去宫

所长就“2015 年中国经济预期”这一话题进行讲演，

城县观光旅游已经无任何后顾之忧。在此期间面向各

到场嘉宾仔细听取了中国经济动向分析等内容。

国使馆来场嘉宾分发的英文版观光册也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作用。
面向各中方与会嘉宾，则以在国内拥有较高知名
度的鲁迅先生在仙台的留学经历作为切入点展开话
题，并针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相关措施进行了有针对性
的宣传。

研讨会现场情况

在第二阶段中，到场企业打破地域限制进行了
151 组单独商谈。从本次参会县内企业处得到了诸如
“为今后的商业接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商
谈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将于会后提供样品”等积极反
本县展位情况（北京）

馈，为企业抓住新的商机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此后，紧邻 12 月 10 日（周三）于沈阳市内某酒
店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主办的招待会，于 12 日（周
五）在大连市内某酒店举办了由驻连领事事务所主办
的同名招待会，会上向来自大连市政府及大连商工会
相关人士等约 400 名到场嘉宾宣传展示了宫城县。会
场中除了设置有可以亲身体验日本文化的“捣年糕活
动”外，还有众多驻连日本人士到场，使得会场成为
日企在连工作人员相互交流的平台。

单独商谈情况

在华开展业务的日企如今面临着日元贬值以及用
人成本高涨的窘境，促使各企业将拓展中国市场提上
日程，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赊卖贷款回流困难等商
业习惯上的差异，使得中国市场的开发困难重重。而
本次交流会为同在中国发展的日企之间相互交流创造
了很好的沟通机会。作为本所，今后也将继续加强与
七十七银行间的合作，向参加各类商谈会、交流会的
本县展位情况（大连）

参加「上海商贸交流会」

县内企业提供在华商贸支持。
出席「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食品业界协议会」

1 月 23 日（周五），包括七十七银行在内的五家

1 月 23 日（周五），出席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

日本地方银行在上海共同举办了“2015 上海商贸交流

连事务所主办的“第二届在连日本食品业界联络协议

会”，本所为此次交流会提供了运营支持。

会”。作为本协议会，是以促进日本食品业企业开拓

本届交流会有来自五家银行共 219 家客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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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为主旨，通过分享各企业间信息对现有各类
2

课题进行研讨为目的举办的一个协议会。本次会议共

会企业今后发展动向的同时，在大连开展针对企业的

有来自大连食品、贸易等行业的 50 名代表出席。

各类支援活动。

会议伊始，由在北京市内经营日本料理店的和釀
株式会社山本董事长，根据亲身经验围绕“日本食品

此外，还一并对青岛市内做了考察访问。具体内
容将在下个环节为大家做以介绍。

在华销售须知”这一命题发表了讲演。在此之后，就
日本食品销售途径拓宽进行了意见交换，期间由来自

中国主要城市纵览

大连某贸易公司的代表提出了诸如，震后日本进口食
品安全性堪忧，以及中国企业依靠日本技术在本土生
产的日本食品该如何推广等课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征
求。
震后至今，虽然中国仍对来自包括宫城县在内的
10 都县施行食品禁运，但本所已经做好了充分的事前
准备，以便在禁运措施缓解时及时做出对应。
参加「东经联青岛商谈会」
2 月 12 日（周四），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由东经
联商贸中心于青岛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青岛・日本东
北企业商谈会”。

2014 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为 7.4 个百分点，大体完
成 7.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而现今中国所表现出的
“新常态”
是指由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高速增长，
在兼顾环境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同时，以持续推进体制
改革为目标的稳定型经济增长模式。随着中国经济不
断发展，由企业、行业布局不均所带来的地域间成长
力差距也逐渐显现。这次向大家介绍的中国主要城市
是以不断增加的个人消费力作为发展的有力支持，其
所拥有的旺盛购买力被多家日系购物中心所看好并涉
足，且今后拥有向好经济预期的山东省青岛市。

该商谈会是将东经联商贸中心与中国贸促会青岛
分会于 2012 年缔结的经济合作协议作为基础框架，
在
农林水产资源大省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面向青岛及
东北地区各企业的招商合作洽谈会。

富有异国风情的街景

青岛位于黄海之滨的山东半岛南段，与山东省省
会济南市一样，属于中国 15 个副省级市之一。作为中
国屈指可数的旅游都市，如今的青岛街头仍可感受到
一对一洽谈的情况

山东省作为蝉联 16 年中国农、水产出口第一的农
业大省，其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本届商谈会
上，有希望在青岛寻找合作伙伴的食品加工类企业、
农林水产类企业及土壤改良剂制造企业等六家来自日
本的企业参加（其中宫城县企业三家）。
商谈会上，各参会企业在讲演结束后与青岛当地
企业开展了一对一洽谈，
从参会企业处得到了诸如“商
谈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将继续与对方展开接触”这类
回复，可见本次会议为参会企业带来了切实的商业机
会。
在去年的参会企业中，有的企业借助商谈会建立
的商机，于青岛设立了法人公司，本所在关注本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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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租界时期遗存下的异国风味。不仅如此，自 1984
年被指定为沿海开放试点城市以来，与其他试点城市
一样借助外资转口加工业的引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
青岛所在的山东省是全国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
借助原料供应充足、以及与最终市场的日本距离较近
等有利条件，青岛不仅拥有众多食品加工企业，还由
于其自古便是棉花主产区，同样云集了众多纺织类企
业。此外，由于早年受日系企业技术指导影响，使得
严格的品质管理制度得以贯彻，这也促成当地成长型
企业众多。
青岛作为国内知名家电厂家所在地也被人所周
知，除了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家电生产厂家“海
3

尔”以及国内大型电视机生产厂家“海信”的发祥地
外，以青岛冠名的“青岛啤酒”也享誉全球。因此当
地的富裕阶层也因数量较多而为人所知。

位于青岛市内的地铁施工现场

在拥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上海、北京等大都市，集
去年 12 月开张的青岛永旺商城第十家分店（合肥路店）

结了众多打算分羹而食的海内外企业，竞争也相对更

包括青岛在内，中国各沿海城市用人成本的高

加白热化。因此即便涉足也很难保证能在群雄争斗中

涨，虽然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企业的收益，但同时由于

取得一席之地，在制定进驻中国市场的战略时，避开

收入的增长也使得个人消费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青

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岛，以永旺、MINISTOP、7-11 等为代表的日系零售业

山东省作为中国人口第二大省（约 9,700 万人）
，

也在积极布局，其中永旺在山东省的第十家分店已于

在作为中国消费指数重要指标之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去年 12 月开张。其中，位于青岛闹市香港中路上的东

总额（2013 年）方面，拥有着仅次于广东省的全国第

部店（旗舰店）
，由于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一致认同，据

二大购买力。作为避开一线城市激烈竞争进入中国市

称其销售额在永旺全球各店铺排名中也高居榜首，同

场的第一落脚点，青岛作为山东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时作为当地政府组织视察时的必选地之一，现已成为

其极具活力的购买力可谓是极具魅力的备选城市。

具有地标性质的代表性店铺。
〇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人口-消费力-经济实力排名
（单位：万人、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
人口（2013 年）

MINISTOP、7-11 也有进驻

总额（2013 年）

GDP（2014 年）

1

广东省

10,644

广东省

25,454

广东省

67,792

2

山东省

9,733

山东省

21,745

江苏省

65,100

3

河南省

9,413

江苏省

20,657

山东省

59,427

4

四川省

8,107

浙江省

15,138

浙江省

40,154

5

江苏省

7,939

河南省

12,277

河南省

34,939

援引自：中国统计年鉴等

青岛有着较完备的公共基础建设，世界最长跨海
大桥“青岛海湾大桥”（总长 41.58 公里）已于 2011
年竣工通车。该桥起自青岛主城区向西南横跨胶州湾，

中 国 国 内 信 息

连结着众多日企进出的开发区，开通后市内至开发区
的车程缩短了 1 小时左右。此外，地铁（3 号线工程
预计 2015 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及各站点周边工程也正

以手机为终端提供的便利服务

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虽然现阶段伴随着私家车数量

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日

的增长交通拥堵状况比较严峻，但随着地铁的开通有

常用品。字典对其的定义为：可进行长距离无线通信

望得以缓解。而随着路网建设的日趋完善，也将迎来

的小型移动式电话。而现今的手机除电话通讯功能以

更广泛的客源，届时也将为当地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外，还可收发电子邮件、浏览网络，同时还兼具照相
机的功能，手机的各机能正在日新月异的进化着。

大连事务所活动信息 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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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均手机保有量高达每 100 人拥有 91.7

多。如您所知，在日本就有“中国人疯狂扫购”的报

部手机（2014 年 4 月），我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感受

道，在日本国内个人消费能力低迷的现今，春节俨然

到，以手机为媒介提供的各类交易服务也远比日本丰

成为了新一轮商机的起爆剂。

富。本环节将就“无卡交易”这一服务向大家做以介
绍。

虽然作为传统节日的春节年味渐淡让人不免伤
感，但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这个趋势没有减弱的

该服务如其名字所说，是在没有银行卡的情况

迹象。借助这股趋势，各国也展开了针对中国游客的

下，只需借助手机银行便可从 ATM 机中取款的一项业

争夺战，虽然今年春节日本迎来了破纪录数的赴日中

务，类似这种将手机号码绑定为识别账号，通过本人

国游客，但其目的地还是以固有热点线路为主。希望

确认交易的服务并不少见。

明年的春节能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保留有丰富日本
传统风味的东北、宫城县观光旅游。（XJ）

ATM 机画面

这种服务对于日本人的我而言是比较新奇的，所
以在不久前便亲身体验了一把“无卡取款”，并切实体
会到了其所带来的便利性。但由于担心“账号安全无
法保证”及“可能被他人利用取走卡内现金”等问题，
身边的中国人却持怀疑态度鲜有尝试。这也是为数不
多的一例，作为生性豪爽快人快语的中国人有着比日
本人更慎重的“安心、安全”观念的实例。今后如能
扫清“安全、安心”方面的后顾之忧，这样的新式便
利服务有望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编 辑 后 记

国内景区也是人满为患
（云南省 玉龙雪山）

新 春 快 乐
中国迎来了农历新年。2015 年的春节是 2 月 19
日，从除夕 2 月 18 日开始到 24 日期间为中国政府规
定的法定假日。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佳节，是承载着久别归乡、家
人团圆的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从节前的抢票大战开
始，到最后回到久别的家乡，一路上可以说是人山人
海。要说起为何不辞辛劳也要归乡的话，那便是自古
以来便将家人紧紧连在一起的团圆之情。
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近年不受传统束缚，将春
节仅作为一个长假抽身去国内外旅游的人也在持续增
大连事务所活动信息 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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