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mber Cities Information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会员城市

Dalian 大连市

Busan 釜山广域市

Kitakyushu 北九州市

Kumamoto 熊本市

Qingdao 青岛市

Incheon 仁川广域市

Fukuoka 福冈市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釜山广域市自治行政局国际协力担当官室

中国国际商会 青岛商会经贸促进处

仁川广域市国际协力官室

Ulsan 蔚山广域市

蔚山广域市经济通商室国际协力课

Yantai 烟台市Tianjin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烟台市外事办公室东亚城市会议烟台联络处

福冈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国际课

详情请参照主页内容！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的主页上，登载着机构各个分会的

活动情况，商务对接网页集，贸易洽谈会/商品展览会/研讨会的

信息，各城市旅游信息及欢迎卡等信息。

　　为了帮助企业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加强会员城市间的经

济交流，我们将进一步充实网站内容。

　　欢迎各位提供信息，访问网站。
http://www.oeaed.com/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http://www.oeaed.com/guide/
环黄海旅游信息

北九州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亚洲交流课

熊本市观光文化交流局城市促销课国际室

Shimonoseki 下关市

下关市综合政策部国际课

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③ 釜山广域市（韩国）海云台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③ 釜山广域市（韩国）海云台

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④ 北九州市（日本）远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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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新闻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设立10周年

迎接新会员城市迈出新的一步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开始活动

第6届执行委员会

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第9届制造业分会

第9届环境分会

第9届旅游分会

会员城市交流话题

设立机构后所举办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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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11-8363-2319
（86）411-8363-4106
http://www.dl.gov.cn/

（82）51-888-5095
（82）51-888-3609
http://www.busan.go.kr/

（81）96-328-2070
（81）96-355-4443
http://www.city.kumamoto.jp/

（86）532-8389-7600
（86）532-8389-7113
http://www.qingdao.gov.cn/

（82）32-440-3204
（82）32-440-8625
http://www.incheon.go.kr/

（86）22-5836-8676
（86）22-5836-8690
http://www.tj.gov.cn/

（82）52-229-2742
（82）52-229-2779
http://www.ulsan.go.kr/

（86）535-663-4122
（86）535-621-2917
http://www.yantai.gov.cn/

（81）92-711-4028
（81）92-733-5597
http://www.city.fukuoka.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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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3-582-2162
（81）93-582-2176
http://www.city.kitakyushu.lg.jp/

（81）83-231-9653
（81）83-231-9654
http://www.city.shimonoseki.lg.jp/



　　2014年11月从25日起至27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了第6届执行委员会，各城市的行政和商工会议所

等的实务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就2014年8月附加了函件的议案的表决结果报告、各分会2014年的活动报告、2013年的

共同研究报告、以及全体大会的讨论方式和推进经济交流的机构的运营方法热烈地交换了意见。

1. 机构事务局就下述议案的通过进行了报告。

　○ 2014年8月28日附第1号议案“分会重组”

　○ 同上第2号议案“分会重组的章程修订” 

　○ 同上第3号议案“机构会员城市及会员团体的新加入细则案” 

　○ 同上第4号议案“熊本市以及熊本商工会议所新加入的章程修订”

2.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环境分会以及旅游分会的总干事城市对各个分会在2014年的活动状况

进行了报告。另外，公益财团法人亚洲成长研究所对于北九州市、天津市及仁川广域市研究机关

2013年的共同研究进行了报告。

3. 会员城市与会员团体对下述决议事项以及机构大会提案事项表示一致通过。

　○ 下届机构大会定于2015年7月13日（周一）至16日（周四）在中国烟台市召开。会员城市及会员团体

的发言主题为“面向机构会员城市间的投资促进战略”。

　○ 提案在机构大会时通过由熊本市召开2016年执行委员会以及2017年机构大会这一提议。

４　会员城市与会员团体对机构大会进行要领进行讨论，并得到一致同意。

５　关于会员城市及会员团体的机构运营方式进行协商，并得到一致同意。

　　2014年11月26日

第6届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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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议长报告（节选）



　　在举办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之

前，举办了第9届制造业分会。该分会首先回

顾了2004年设立分会后的活动，然后就统

一“制造业分会”和“一站式服务中心网络”，

并把它改编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一事，

由建议城市的北九州市进行了说明，并获得

会员城市、团体的批准。

　　2014年7月从9日起至11日，在韩国釜山广域市举办了第9届制造业分会和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

会。

　　在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上，就今后的活动计划和通过城市之间的交流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的方法，各城市发表了意见 ，确认继承“一站式服务中心”功能的同时，有必要积极推进城市间的交流。

此外，为了维系企业间更活跃的交流，就搞活企业团体（商工会议所、国际商会）的活动进行了讨论。

　　日后还正式决定把北九州市定为主干事城市，把青岛市和仁川广域市定为干事城市。

第1届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第9届 制造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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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从20日起至21日，在韩国蔚

山广域市举办了第9届环境分会。该次会议主

题是“能源对策”。各城市的行政和产业界希

望对各城市独特的举措和环境商务的活动

能够共享信息，并就通过推进绿色经济以改

善环黄海地区的环境一事进行了讨论。

　　分会决定北九州市为下一届的主干事城

市，大连市和釜山广域市分别获选为下一届

的干事城市。

　　和分会会议同时举办的还有“技

术交流研讨会”。20家来自各城市的

环境相关企业76人参加了该研讨会，

说明了各公司的卓越技术，此后还进

行了热烈的商务洽谈。

　　环境分会的会员城市每年都清扫

海岸。此外各城市还积极参加熄灯活

动。

第9届 环境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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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举办事业·技术交流研讨会

环境分会共同规划



　　2014年9月从19日起至20日，第9届旅游

分会在中国天津市举办。日中韩10个城市的

行政代表参加了该分会，以“实务革新合作

双赢－共同推进环黄海游轮产业－”为主题，

各会员城市提出了意见，并通过了“天津宣

言”，10城市的代表签了字。

　　 在举办第9届旅游分会的同

时，2014年9月从19日起至22日还

在中国天津市举办了2014中国旅

游产业博览会，10个城市以共同的

展位参加了展出。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旅游分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9月19日至20日在中国天津举办。

　　近年来，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旅游分会机制运行顺畅、内容丰富、成效明显，为推动区域内旅游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10个会员城市一致认为，将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会员城市间旅游合作，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积极推进邮轮旅游经济的发展，通过区域联合，创新共赢，

共同推进环黄海旅游产业发展。

　　为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1．推动会员城市间旅游企业合作  2．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

 3．加强“环黄海”旅游品牌宣传   4．积极发展邮轮旅游经济

 5．推动旅游产业发展進   6．共同项目金额的转结

2014年9月19日

第9届 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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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分会共同规划

第九届旅游分会 天津宣言（节选）



　　位于北九州市的研究机关－国际东亚研

究中心（现在的亚洲成长研究所）以“关于日中

韩推进低碳型生态城的比较研究”为主题，与

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和仁川广域市的仁川发展

研究所联手合作，就创造“对环境友好舒适的

城市”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在第6届执行委员会

上作了报告。

　　下关市的水产大学校和釜山广域市的釜

庆大学合作，进行了“日本和韩国的水产领域携手合作的共同研究”，举办了微型研讨会。

　　2014年9月从11日起至15日， 在釜山广

域市举办了“ 第17届釜山国际观光展览会

（BITF2014）”，下关市和北九州市以共同的展

位参加了展出，就关门地区的观光旅游进行了

宣传活动。

　　2014年10月从8日起至10日，在北九州市举

办了“生态技术展览会2014 地球环境·新能源

技术展和研讨会”。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以

展位参加。除了以图片介绍了交流机构过去的

活动和各分会的活动外，还宣传了设置在各会

员城市的贸易和投资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会员城市交流话题

2013年 共同研究

BITF 2014

生态技术展览会2014

OEAED News 185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成立之后所取得的活动成果

2004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5年

年度 机构大会 制造业分会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环境分会 物流分会 旅游分会

2009年

2010年

第7届环境分会（青岛）
6／8～10
同期举行事业：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易博览会

第8届环境分会（烟台）
8／5～7
同期举行事业：技术交流研讨会

2011年

2012年
第1届一站式服务中心
窗口部门会议（北九州）

2／13～15

第5届执行委员会（烟台）

11／5～8

第2届一站式服务中心
网络会议
机构窗口部门会议（北九州）

1／30～2／1
同期举行事业：10城市旅游揭示板/海报展览会

同期举行事业：商务交流会

同期举行事业：产业观光研讨会

2013年

第8届旅游分会（下关）
10／8～10

第2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
机构大会，
第2届分会活动推进总部·
外部评价委员会联合会议
（天津）　11／5～8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成立大会（北九州）

11／15～17

第1届执行委员会会议，
第1届分会活动推进总部·
外部评价委员会联合会议
（天津）　10／10～12

外部评价委员会北九州会议
（北九州）　8／22～24

第1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第2届执行委员会会议
（蔚山）
10／30～11／1

第3届东亚经济交流
推进机构大会（蔚山）
11／5～7

第2届东亚城市合作讨论，
第3届执行委员会会议
（青岛）
10／28～30

第1届环境分会会议（北九州） 
※提前成立　8／3～5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产业专题研讨会

第2届环境分会会议（大连）
6／8～9
同期举办活动: 中国国际环保博览会

第4届环境分会会议（下关）
10／23～24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第3届环境分会会议（蔚山）
6／14～15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第5届环境分会会议（仁川）
8／19～21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仁川世界城市庆典

第2届物流分会会议（青岛）
7／19～21
同期举办活动:
物流商务交流会，专家论坛

第4届物流分会会议（釜山）
10／27～29
同期举办活动: 商务交流会，研讨会

第3届物流分会会议（福冈）
11／26～28
同期举办活动:
物流商务交流会，纪念演讲会

第1届物流分会会议（仁川）
7／10～12
同期举办活动: 港湾PR展

第5届物流部会（仁川）　
8／19～21
同期举办活动: 
研讨会，物流商务交流会，
仁川世界城市庆典

第2届旅游分会会议（烟台）
10／18～20
同期举办活动: 
旅游商务交流会，
亚欧会议（ASEM）
旅行合作发展论坛暨展览会

第4届旅游分会会议（釜山）
10／6～8
同期举办活动: 
世界旅游投资高端会议（WTIS），
亚太城市旅游振兴机构（TPO）会议

第3届旅游分会会议（下关）
11／7～9
同期举办活动:
国际旅游推进研讨会，
旅游商务交流会，
10城市海报展

第1届旅游分会会议（釜山）
9／29～30
同期举办活动: 釜山国际旅游展（BITF）

第5届旅游分会会议（青岛）
8／20～22
同期举办活动: 
旅游商务交流会，
青岛国际啤酒节，
中国青岛亚太国际旅游博览会

第1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北九州）　11／16～18
同期举办活动:
东亚半导体组件采购商品展览会

国际论坛
“东亚ICT产业集群”
（北九州）　12／12～14

第3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仁川）　10／16～18
同期举办活动: 仁川商务对接会

第4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北九州）　10／9～11
同期举办活动: 半导体插件国际研究会
&半导体采购商品展览会
（MAP&RTS2007）

第5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烟台）　9／22～24
同期举办活动: 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

第6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蔚山）10／14～16

第4届东亚经济交流
推进机构大会（青岛）

11／24～26

第6届环境分会会议
（北九州）10／12～14
同期举办活动: 
2010生态技术展
九州·韩国·中国 环保商务洽谈会

同期举办活动:
第10届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议
2010生态技术展
第17届九州·韩国经济交流会议議

第6届物流部会（天津）
11／3～5

第6届旅游分会会议（福冈）
9／1～3

第7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北九州）10／13～15

同时举办事业：2014中国旅行产业博览会

第6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11／25～27
第9届环境分会（蔚山）

5／20～21
同时举办事业：技术交流研讨会

第9届旅游分会

（天津）9／19～20
第9届制造业分会

（釜山）7／9～11

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釜山）7／9～11

第3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第4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
11／9～11

第7届旅游分会（仁川）
10／17～19

第8届制造业分会
（北九州）11／8～9

第2届制造业分会会议
（天津）　10／11～13
同期举办活动: 
天津商务对接会，
PECC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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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Cities Information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会员城市

Dalian 大连市

Busan 釜山广域市

Kitakyushu 北九州市

Kumamoto 熊本市

Qingdao 青岛市

Incheon 仁川广域市

Fukuoka 福冈市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釜山广域市自治行政局国际协力担当官室

中国国际商会 青岛商会经贸促进处

仁川广域市国际协力官室

Ulsan 蔚山广域市

蔚山广域市经济通商室国际协力课

Yantai 烟台市Tianjin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烟台市外事办公室东亚城市会议烟台联络处

福冈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国际课

详情请参照主页内容！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的主页上，登载着机构各个分会的

活动情况，商务对接网页集，贸易洽谈会/商品展览会/研讨会的

信息，各城市旅游信息及欢迎卡等信息。

　　为了帮助企业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加强会员城市间的经

济交流，我们将进一步充实网站内容。

　　欢迎各位提供信息，访问网站。
http://www.oeaed.com/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http://www.oeaed.com/guide/
环黄海旅游信息

北九州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亚洲交流课

熊本市观光文化交流局城市促销课国际室

Shimonoseki 下关市

下关市综合政策部国际课

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③ 釜山广域市（韩国）海云台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③ 釜山广域市（韩国）海云台

会员城市的海洋系列④ 北九州市（日本）远见鼻

18
2015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新闻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设立10周年

迎接新会员城市迈出新的一步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开始活动

第6届执行委员会

第1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第9届制造业分会

第9届环境分会

第9届旅游分会

会员城市交流话题

设立机构后所举办的会议

01

02

03

04

05

06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86）411-8363-2319
（86）411-8363-4106
http://www.dl.gov.cn/

（82）51-888-5095
（82）51-888-3609
http://www.busan.go.kr/

（81）96-328-2070
（81）96-355-4443
http://www.city.kumamoto.jp/

（86）532-8389-7600
（86）532-8389-7113
http://www.qingdao.gov.cn/

（82）32-440-3204
（82）32-440-8625
http://www.incheon.go.kr/

（86）22-5836-8676
（86）22-5836-8690
http://www.tj.gov.cn/

（82）52-229-2742
（82）52-229-2779
http://www.ulsan.go.kr/

（86）535-663-4122
（86）535-621-2917
http://www.yantai.gov.cn/

（81）92-711-4028
（81）92-733-5597
http://www.city.fukuoka.lg.jp/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81）93-582-2162
（81）93-582-2176
http://www.city.kitakyushu.lg.jp/

（81）83-231-9653
（81）83-231-9654
http://www.city.shimonoseki.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