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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之帆“一带一路”中东欧经贸巡展概况

1、 背景介绍

上海之帆“一带一路”经贸巡展由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和上海之帆经贸巡

展组委会联合主办，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作为支持单位，全方位展示了上海经贸品牌的出展项目。

自 2012 年开始巡展已在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白俄罗斯、

乌克兰等国家连续举办多年，得到了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东欧沿线国家积极响应。

参展单位包括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化工协会、上海纺织协会、上海通讯制造行业协会、上海

轻工业协会、上海进出口商会等 20 多家商协会及下属的企业，展览期间的特色活动包括 B2B 商业对接会、

经贸投资论坛、当地企业成功经验分享会等。

2、情况汇总

2019 第八届上海之帆“一带一路”经贸巡展在祖国 70 周年华诞之际再度起航，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9 月 2 日（共 10 天）组织企业赴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举办展览，进行经贸交流、传递友谊和寻求合作

机会。为期十天的经贸展览为中国和匈牙利企业、中国和斯洛文尼亚企业搭建有利的务实合作平台。本次

参展企业数达 113 家，出展人数近 200 人，两个国家展览面积近 8500 平米，展会现场专业观众超过 1000

家，来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近 10 家行业协会参观展会并和上海相关商协会进行现场对接。除了斯洛文

尼亚和匈牙利的企业，还有来自捷克、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企业代表参观展会。参

展商品涵盖了服装服饰和日用消费品、智能及高端装备、化工产品和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延伸产品、医疗设

备和养老康复产品、建材家居产品等。参展单位包括上海华谊集团、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回力鞋业、上

海制皂、上海白象电池、晨讯科技集团、泰禾集团、上海东和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陵电机等上海

名特优和老字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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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结束后，行业内部分企业均寻找到了目标客户并进行了深度洽谈。其中，零食进出口公司炫烁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的不逗猫系列食品在当地得到了一致好评，已和多家企业在洽谈进口合作项目；上海

聚蓝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净水壶在匈牙利展会第二天就被客商当场签下 1000 个订单；上海久源

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CT 设备的显影液在当地找到买家，经论证后将出口欧洲；上海狮曼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已和当地采购商签订进口新能源汽车的总代理项目。

3、近年展会回顾

回顾经贸展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是一个极

好的机遇。

2016 年经贸巡展正式命名“上海之帆”，出展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参展企业共 33 家，展团一

行共 51 人，展览面积 621 平方。其中 30%的企业是第二次前往塞尔维亚参展，达成数项合作意向。时任

上海市副市长陈寅出席“上海之帆”开幕式。

2017 年“上海之帆”杨帆起航，出展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参展企业 63 家，计 93 个展位，

出展人员近 100 人，三个国家展出总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有 10 多家企业参观考察市场后建立了投资

合作意向。上海市人大主任殷一璀出席“上海之帆”开幕式。

2018 年“上海之帆”来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历时 14 天，参展企业共 80 家，150 个展位，

出展人员近 130 人，二个国家展出总面积近 8000 平方米。得到了三国使馆、经商处及当地政府的重视和

大力支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此次巡展。上海市政协领导出席“上海之帆”开幕式。

2019 年“上海之帆”继续远航，来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历时 10 天，参展企业数达 113 家，出展

人数近 200 人，二个国家展览面积近 8500 平米，展位数量 510 个，是历年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

巡展。展览期间的特色活动包括 B2B 商业对接会、经贸投资论坛、当地企业成功经验分享会等。展会还吸

引了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当地各大报纸媒体和电视台的关注，对展会进行多方位宣传和报道。上海市政协

领导出席“上海之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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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匈牙利篇

1、匈牙利“上海之帆”经贸巡展概况：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与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 70 周年，是中匈关系发展的一个极

具意义的年份。8 月 26 日，第八届上海之帆“一带一路” 经贸巡展首次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参展企

业数达 113 家，出展人数近 200 人，展览面积 4000 平米。上海和布达佩斯是友好城市，此次经贸展览有

利于促进这两座城市的经贸合作交流，为上海和匈牙利企业搭建有利的务实合作平台。“上海之帆”匈牙

利展得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商处、匈牙利驻上海总领馆、匈牙利工商会、布达佩斯市政府、匈牙利

投资发展署、布达佩斯工商会、赫维什州工商会、欧盟青年商务委员会等中外机构的大力支持。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的副国务秘书安德拉斯先生、布达佩斯副市长加博尔博士、匈牙利驻上海总

领事博兰先生、匈牙利工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纳道什.道玛什先生、欧盟青年商务委员会全球事务主席帕切

克科瓦奇先生、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商处商务参赞刘波先生、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钟民先

展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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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上海市金山区副区长刘健先生、“上海之帆”经贸巡展组委会主任吴根宝先生、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

会副秘书长周伟明先生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吴根宝主任陪同匈牙利政要巡展。

匈牙利展馆开幕式现场：

中国驻匈牙利商务参展 刘波 布达佩斯副市长 加博尔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的副国务秘书 安德拉斯 匈牙利工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 那道什道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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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钟民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刘健

欧盟青年商务委员会全球事务主席 帕切克科瓦奇 上海之帆经贸巡展组委会主任 吴根宝

组委会主任吴根宝发言并赠予国务秘书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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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嘉宾合影

开幕式舞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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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

开幕式结束后，中外嘉宾在匈牙利纪念 T 恤上签名并参观中心展位及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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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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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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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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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会期间举办的活动：

（1）产品推介会

今年，“上海之帆”经贸巡展组委会在匈牙利安排了多场产品推介会。其中上海大可堂茶馆有限

公司、上海乐飞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华盛织布有限公司等在推介会中都有出色表现，各自推广其公司

最新产品：如中国百年普洱茶、自主设计的丝巾、新科技纺织面料等，在场观众都表现出浓厚兴趣。

上海大可堂茶馆有限公司 黄蔚 上海乐飞实业有限公司 姚乐飞

上海华盛织布有限公司 朱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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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对接会

展会现场我们还组织了以化工、纺织、日用消费品、医疗设备和医疗保健为主题的四场商业对接会和

一场匈牙利投资政策宣讲会。其中日用消费品对接会，一位匈牙利客商当场预定上海聚蓝水处理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净水壶 1000 余个，迎来开门红。

图为 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秘书长 王振敏

投资政策宣讲

化工专题对接会 王振敏 纺织及家纺对接会 吴淑仪

日用消费品对接会 夏桂珍 医疗及大健康对接会 叶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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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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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洛文尼亚篇

1、斯洛文尼亚“上海之帆”经贸巡展概况：

2019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届上海之帆“一带一路” 经贸巡展第二站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举办，这也是上海之帆第二次驶入斯洛文尼亚，此次经贸展览为上海和斯洛文尼亚企业搭建有利的

务实合作平台。开幕式上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王顺卿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机制的促进下，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纽带不断增强，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取得长足发展。“上

海之帆”经贸巡展斯洛文尼亚展为中斯双方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上海之帆”斯洛

文尼亚展得到了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斯洛文尼亚工商会、卢布尔雅那市政府、斯洛文尼亚投

资发展署、卢布尔雅那科技园、马里博尔投资所、卢布尔雅那旅游局等中外机构的大力支持。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王顺卿，斯洛文尼亚经济发展与技术部国务秘书伊娃·什特拉弗斯·波德洛

加尔，候任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苏哈多尼克，卢布尔雅那副市长茨尔奈克，斯洛文尼亚工商会国际

展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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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部总监安特·米列佛，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经商处商务参赞袁克华，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

职副主任钟民，“上海之帆”经贸巡展组委会主任吴根宝、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秘书长周伟明

先生等中外领导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吴根宝主任陪同中外领导巡展。

斯洛文尼亚开幕式现场：

斯经济发展与技术部国务秘书 伊娃·什特拉弗斯·波德洛加尔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 王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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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尔雅那副市长 茨尔奈克 斯洛文尼亚工商会国际合作部总监 安特·米列佛

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钟民

中外嘉宾合影

组委会主任吴根宝发言并赠予国务秘书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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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室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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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团巡展图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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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

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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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团展区图片集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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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会期间举办的活动：

（1）欢迎酒会

8 月 29 日开幕式结束后，组委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酒会。“上海之帆”经贸巡展组委会主任吴

根宝和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秘书长周伟明分别向斯洛文尼亚大使馆经商处袁克华参赞和斯洛文

尼亚工商会国际合作部总监米列佛赠送感谢函(图 1）。在欢迎酒会上同时举行了 2020“上海之帆”

展会交接仪式，组委会秘书长傅文刚先生把 2020“上海之帆”经贸巡展保加利亚展门票递交给保加

利亚展览中心总经理（图 2），并宣布从现在开始“上海之帆”正式进入保加利亚时间。

赠送感谢函 图 1

递交保加利亚展门票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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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对接会

展会现场组委会还组织了多场以化工、电子通信、LED 照明、光电子、物流及服贸、汽配、钢

铁和有色金属为主题的商业对接会和斯洛文尼亚经贸政策宣讲会等。

化工专题对接会 徐大刚 科技对接会 孙逸瑾

有色金属、钢铁对接会 刘秋丽

旅游局推介会斯洛文尼亚经贸政策宣讲会

物流及服贸对接会 张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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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推介会

在斯洛文尼亚，组委会也安排了多场产品推介会。其中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英科实

业有限公司各自推广其公司最新产品：如中国的速度-5G 通信、新科技材料成品等，令在场观众都赞叹不

已。

出展之前，斯洛文尼亚工商会向组委会提出新能源汽车方面的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

此次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上海狮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采购方直接签

署了斯洛文尼亚进口新能源汽车的合作项目意向书，可谓收获满满。

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 蒋红芳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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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至此，20192019““上海之帆上海之帆””经贸巡展圆满结束。经贸巡展圆满结束。

感谢各位参展企业的支持！感谢各位参展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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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媒体报道

以下报道来匈牙利网站、报纸等大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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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报道来斯洛文尼亚网站、报纸、电视台等各大主流媒体：

https://www.24ur.com/novice/gospodarstvo/trgovinska-vojna-je-priloznosti-za-majh

na-gospodarstva-kot-je-slovensk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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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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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商的声音

上海东和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李东

今年上海之帆经贸组委会组织企业前往中欧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亚参加一带一路经贸巡展，期间组委会

组织驻当地使馆大使和经商处参赞、当地国工商会及相关政府官员等贵宾与会莅临参展并指导。经过此次

参展，我们也更多的了解到了相关欧盟区对于产品出口的一些硬性要求，比如产品认证，产品质保期限等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对我们后续开展相关市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并且我们也会与在展会来访的当

地公司后续进行更进一步的交流以获取更多的商业支持及双方信任度以获得有效合作机会。

上海市通信制造业行业协会 孙逸瑾

我协会作为上海之帆组委会理事单位之一，今年组团参加 2019 上海之帆“一带一路” 经贸巡展活动。

巡展期间，参展会员企业均寻找到了目标客户，并进行了深度洽谈。其中：

上海骏成特显科技有限公司在此次巡展中，展示了公司工业领域显示屏和车载显示屏产品，吸引来不

少的当地工商会以及企业的关注，就所关注的产品，技术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在回国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介

绍以及产品技术介绍资料发送国际商务和外经济出口发展副总裁，同时，骏显公司的产品也吸引了同行参

展企业的关注，期待后续的进一步交流，寻求合作机会；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交流，对相互的产品和技术都有一定的了解，了解到了欧洲最

新的技术水平及当今欧洲对产品和技术的要求，对公司研发产品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也对公司将来走向

欧洲，走向世界有了很大的帮助；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重点在工业交换机、POE 交换机等产品方面进行推广并获得了

当地客户的积极关注，也与当地运营商取得并建立联系，希望可以深入沟通，开拓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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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兴希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参展交流，共接待有效客户 65 人次，其中已经和 2 家企业建立

了邮件联系。虽然两个国家是以农业为主，但是近几年其通信领域发展很快，因有良好的地理优势，是进

军整个欧洲的桥头堡，尤其是斯洛文尼亚还有一个出海口，是中东欧的交往要道，希望公司能在接下来的

交流中有更大的收获；

上海金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展前已了解到中匈双边贸易以附加值较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

公司此次做好了充分的展前准备。此次展会金陵共计收到客户名片 30 余家，其中两家斯洛文尼亚公司在上

海有分公司，并有合作意向，目前已交由公司市场部同事进行相应跟进和联络，期待能开拓金陵在匈牙利

及斯洛文尼亚乃至欧洲的电机市场；

上海本安仪表系统有限公司共接待了 20 多家来自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周边其他国家的专业买家，还

有幸和不同行业的专家探讨了包括当地的经济、文化、科技等话题。通过交流，对于公司产品如何适应欧

洲市场、如何解决欧洲商用车在智能驾驶领域的不足，对公司布局欧洲市场提供了很大帮助；

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与多家从事通信产品的企业代表进行了行业深度的交流，并在第一时间将公司

的发展、产品、技术情况邮件发送给了对方，为后续的产品需求进行了初步的沟通，期待后续可以得到反

馈，加强交流，达成合作；

上海汇珏网络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公司的新产品、技术实力，通过与当地客户及同行出展企

业代表的交流，了解了行业和当地市场的最新情况，受益匪浅，并在回国后发送企业及产品介绍给交流企

业，寻找合作共赢的机会；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两场企业对接展会，对两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有了较为全面的

了解，移柯通信作为中国全系列无线通信物联网模组厂家之一，也在两个国家两场展会中了解了当地企业

对于无线通信产品的需求，为公司开拓中东欧市场奠定了基础，期待来年的巡展活动更加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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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聚蓝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吴菊素

在中美贸易战首个 340 亿增税企业的艰难时期，“上海之帆”组织我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匈

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展示。在展会上我们结识了很多新客户，其中一位匈牙利的客人直接向我们采购了

1000 个聚蓝净水器，还有好几拨斯洛文尼亚客人到我们展位洽谈，事后我们公司在第一时间即报价并寄出

了样品。在这个综合性的展示平台上，有那么多异国客人，对我们产品表示青睐与认可，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里离不开“上海之帆”工作人员，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大量辛勤的付出，而换来的可喜成果。

虽然贸易战是不幸的，但是我们深信：打铁须要自身硬。有国家与政府的扶持、有我们政企协力，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应对贸易战，会更有信心。政府投入精力物力帮我们攻坚克难拓市场，对此作为

企业我们备受感动。我们决心把感恩之情化成力量，尽心尽力为客户为用户服务，精心制造最好、最优、

最具高性价比的产品，第一时间送到海内外受众手上，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国家和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倾力支

持与关怀。

炫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夏萍

非常有幸参加了 2019 上海之帆“一带一路”中东欧经贸巡展，巡展分别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斯洛

文尼亚开展，全程主办方安排有序，并且得到了相应国家和组织的积极响应；我们企业主打自主品牌商品

不逗猫休闲零食，通过本次巡展让我们自主研发的不逗猫蟹家将系列、不逗猫鳕鱼肠系列、不逗猫蔬果干

系列产品走出了国门并得到了当地专业参观企业的一致好评，同时也让我们企业对接到了相匹配的国外食

品企业，针对可开展业务项目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为接下来相互合作开了个好头。

非常感谢“上海之帆”为我们企业产品在中东欧推广所搭建的平台，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同时也

接触到了国外行业新趋势产品，整个展览活动务实有效，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多多组织开展类似活动，让更

多的国内品牌好的产品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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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孙满意

上海之帆一带一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巡展团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正式开始。上海美聚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作为唯一一家汽配企业有幸参与其中。

通过此次在展会上和客商的沟通交流，让我们发现东欧国家在汽车配件市场的需求强大，特别是在和

ELEKTRO INN KOVINSKIH IZDELKOVV 公司的 Dr. LUKMAN 及 EUROVILL 公司的 Mrs. PETER 交谈中，

让我发现特别是电子水泵和商用轴承的需求量巨大，让我更对产品进入东欧市场增加了信心。

同时，在和一起参展的中国企业的沟通中，了解到国内市场的变化及需求，也拓展了公司在国内市场

的业务范围。

上海傲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朱孝翔

非常有幸可以跟随上海之帆参加 2019 上海“一带一路”经贸展-匈牙利站和斯洛文尼亚站。让我们可

以紧跟国际趋势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来。在布达佩斯站，组委会邀请到了当地各界工商会人士，

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使我们倍受鼓舞。在卢布尔雅那站，给我们的感受是更为成熟的，无论

从对接会上和当地企业的互动，还是当地政府团体的参与，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地区的活力。同时在此次

展会行程中也领略到了国内各个行业的精英团体，带着他们的拳头产品进入“一带一路”地区。希望今后

可以同上海之帆以及更多的优秀企业一起，在“一带一路”的经贸展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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