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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黄海经济圈的发展共同努力···

超越国境展开地方城市间合作　迈向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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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会议

创办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创办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环黄海经济圈的潜力（环黄海工业地带）环黄海经济圈的潜力（环黄海工业地带）

　　2004年11月16日，为了发展环黄海经

济圈，地方城市开始了伟大的挑战。中日韩

10城市的市长和经济界领导在北九州市汇

聚一堂，官民团结一致，成立了“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东亚地区作为世

界经济的核心之一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增长

趋势，而在东亚占有重要位置的环黄海地

区其经济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机构成立

的目的在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扩

大环黄海地区的商机，搞活相互间的交流，

努力将该地区发展成为能与世界抗衡的区

域经济圈。

　　目前环黄海地区占据全球人口的

4.5％，全球GDP的4.2％，全球贸易额

的5.3％，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

这个区域，钢铁，半导体，汽车等产业

的产业集群有着明显的发展，正在成

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特别是零部件

的进出口和组装完美的结合，区域内

的国际分工井井有条，已经形成了制

造业的合作网络。欧美的跨国公司也

加入了这个合作网络，环黄海经济圈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开放的经济圈。

　　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经济的无国境

化发展，使得亚洲地区象华南经济圈，泰铢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等局部区域性的经济圈开始逐步形成。这个局部区域

经济圈，与国家层面的经济合作不同，可以说是超越国境的地域间经济交流引发该区域的“自发性的发展”从而形成的

地方主导型的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的范围大致包括围绕黄海的中国华北·东北地区，韩国西海岸地区，日本北部九州

地区。

10城市和GDP

环黄海经济圈的形成

1兆日元

1,000亿日元

GDP（国内总产值）

（２００８年，财团法人国际东亚研究中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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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向亚洲开放的商业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

九州的中心城市，已经形成了以批发，零售，物流，服

务，金融等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汇集了很多日本

著名的大学，因为这个背景从而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

信息产业基地。拥有交通方便的福冈机场和博多港，与

亚洲地区开展商务往来十分活跃。人口约146万人。

Fukuoka 福冈市

　　曾经是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重工
业城市，机器，石油化学，电子等产业
十分发达。以“北方香港”为城市建设
目标，促进日本企业的投资，成功的引
进佳能，东芝等电器电子相关的日本著
名企业在大连投资。软件产业也十分活
跃。承担东北三省的窗口功能，港湾基
础设施也十分充实。人口约584万人。

Dalian 大连市

　　青岛市是拥有众多民族品牌的城
市。是中国家电和信息通讯领域重要的
生产基地，涌现出很多象“海尔集团”
“海信集团”等具有代表性的电子企
业，它们与“青岛啤酒”一样，都是中国
著名的民族品牌。来自韩日的投资最
多，韩日资企业有1万余家。人口约850
万人。

Qingdao 青岛市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北方最大的
沿海开放城市。石油化学、电子、汽车
等行业种类十分齐全，“天津滨海新
区”作为国家级项目备受关注。丰田、
三星和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等大量外
资的投资是天津的一大特色，日资企业
越1,900家。人口约1,300万。

Tianjin 天津市

　　是山东省中仅次于青岛的经济实
力很强的重要城市。特别是农业非常发
达，是周边地区中农业人口最多，耕地
面积最广的城市。因此，进入烟台市的
日本企业主要以蔬菜加工，生产冷冻食
品等食品关联企业居多。正在不断强化
物流功能。人口约648万人。

Yantai 烟台市

　　是产业城市，过去曾经成功地克服了公害问题。目前

北九州市利用以往积累的环境技术以及产学官民合作机

制，正在努力开展各种活动。2008年，被国家批准为“环

境模范城市”。2010年成立了“亚洲低碳化中心”，将致

力于将环境技术向亚洲地区转让。努力实现“全球环境

首都”这一城市奋斗目标。人口约98万人。

Kitakyushu 北九州市

　　自古以来作为国际贸易港发展至今。目前有开往

韩国釜山、中国青岛的定期航线，下关港作为海上的

交通要道，正发挥着港口物流基地的重要作用。海运

业、造船业、制造业、旅游业十分发达。河豚的捕获量

位于日本第一，也是著名的水产城市，水产物的加工、

销售企业以及餐饮店非常之多。人口约28万人。

Shimonoseki 下关市

　　是拥有世界第5大中枢港口的海洋物流城市，也是

亚洲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映像城市，同时还是全球关注

的国际会展中心城市。目前，集中建设3个区域（旧城

区、东釜山圈、西釜山圈），作为韩国南部地区经济圈

的中心城市，同时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圈增长极，正

在强有力地向前迈进。拥有约354万人口。

Busan 釜山广域市

　　仁川是一个拥有155个以上自然岛屿海洋资源丰

富，仁川国际机场的服务名列世界第一，仁川港覆盖

首都圈2,500万人口，仁川大桥全长位于世界第7，以3

大（松岛、永宗、青萝）经济自由地区为基础的最尖端

国际城市，以建设低碳绿色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充满魅

力的城市。拥有约275万人口。（承办2014年亚运会）

Incheon 仁川广域市

　　作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城市，是国家经

济的前进基地。为了发展成为带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引领绿色增长的全球产业基地城市，以支柱产业的

产业升级、搞活自由贸易区、构建培养新兴产业基础、

战略性的开展投资招商等为工作重点，努力完成全球最

适合企业发展的城市建设目标。拥有约113万人口。

Ulsan 蔚山广域市

城市名称 : 按照国家的英文字母顺序登载

被强有力的合作网络连接起来的中日韩10城市的概况被强有力的合作网络连接起来的中日韩10城市的概况

日　本

中　国

韩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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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主干事城市

分会名称

干事城市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日　本 中　国 韩　国

创设“次区域性东亚FTA”

创立“环黄海环境示范区”

打造环黄海旅游观光品牌

构筑技术交流·人材培养的平台

构筑“新商务创新系统”

5个重点课题

推
动
环
黄
海
地
区
的
发
展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从大局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10城市应当共同努力解决的5大重点课题。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为了推进开展经济活动，设立了“制造业”，“环境”，“物流”，“旅游”4个分会。这

些分会彼此之间虽然是独立的,但对相关的活动它们又能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

　　同时，各分会在每个国家又选出了能起到领导牵头作用的干事城市，并选出代表分会的主干事城市，建立

了责任制度来进行分会的运营。

机构努力实现的5个重点课题机构努力实现的5个重点课题

4个分会推动经济交流发挥重要作用4个分会推动经济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克服关税障碍，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贸

易成本，推进贸易的顺利进行，改善投

资环境等，为实现“次区域性东亚

FTA”，积极地参与推动该项工作。

发展产业的同时兼顾环保，通过创造新

的循环经济社会，达到将环黄海地区建

设成为“世界环境示范地区”的目的。

为了吸引环黄海区域内外的游客来旅

游，实施“环黄海年”等大型活动，面

向世界发送信息，打造环黄海旅游品

牌。

在会员城市现有的工科类主要大学之

间推进开展共同研究和可互换学分的

学术交流，建立产学联合机构之间的网

络，推进国际性的产学联合。

培养跨国产业集群的同时，需要尽早地

建立一个支援机制。同时，还有必要在

环黄海10个城市放宽限制，在投资等相

关法律建设和商务环境建设方面加大

力度。

制 造 业 分 会

环 境 分 会

物 流 分 会

旅 游 分 会

北九州市（主）

北九州市（主）

福冈市

下关市

大连市

烟台市

天津市（主）

青岛市

釜山广域市

蔚山广域市

蔚山广域市

仁川广域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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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sanBusan

釜山商工会议所
赵成济 会长

Incheon

Dalian Qingdao Tianjin Yantai

ShimonosekiFukuoka Kitakyushu

李万才 市长
大连国际商会
李泊洲 会长

高岛宗一郎 市长
福冈商工会议所
末吉纪雄 会头

宋永吉 市长
仁川商工会议所
金光植 会长

北桥健治 市长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
利岛康司 会头

张新起 市长
青岛国际商会
冯文青 会长

中尾友昭 市长
下关商工会议所
林孝介 会头

朴孟雨 市长
蔚山商工会议所
金哲 会长

黄兴国 市长
天津国际商会
赵学鸣 会长

王良 市长
烟台国际商会
孙建民 会长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组织图

旅游分会 新设分会物流分会环境分会制造业分会

机构会议

辅助机构会议运营，支援分会活动

评价项目和提出建议

各城市及各商工会议所都是部处级以上干部

10城市市长 10城市经济人

执行委员会

各分会的会长，商务人士，机构事务局长等

分会活动推进总部

外部评价委员会

机构事务局:
北九州市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
下关市
下关商工会议所

决策机构

大学·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
背景金融机构的有关人员

综合协调分会运营，讨论跨分会的横向性课题，
推进分会开展活动

各分会的成员还增加了创业者，技术员，研究员等等，
以迅速掌握新动向，推进开展产学联合，技术转让，挖掘新商务等

城市名称 : 按照国家英文字母顺序登载

（2010年12月现在）

机构的组织体制机构的组织体制

机构10个会员城市代表机构10个会员城市代表

蔚山广域市釜山广域市 仁川广域市

韩
　
国

大连市 青岛市 天津市 烟台市

中
　
国

下关市福冈市 北九州市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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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成立的历程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成立的历程

2003年

2004年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大会（北九州） 11/16

专家会议（北九州·下关） 11／25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北九州） 7／21

市长会议（釜山） 11／6～8

市长会议（大连） 11／2～3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天津） 9／12～14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仁川） 4／26～27

研究部会（北九州）  11／20

市长会议（仁川） 11／6～8

2001年

2002年

1999年

2000年

经济人会议

会员城市: 蔚山广域市加盟

会员城市：北九州市、下关市、大连市、青岛市、
　　　　　仁川广域市、釜山广域市

会员城市: 天津市、烟台市加盟

知识人会议（北九州） 11／28

市长会议（北九州） 11／10

港湾信息交换会
（北九州） 10／21

会员城市: 福冈市加盟

市长会议（下关） 11／1～3

年度 市长会议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8／24～25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8／8～11

联络人工作会议（釜山） 8／7～9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6／27～28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10／21～22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4／28～30

联络人工作会议（青岛） 6／22～24

联络人工作会议（蔚山） 4／25～28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4／24～25

联络人工作会议（下关） 4／11～13

环保研讨会（大连） 5／16～19

环保研讨会（仁川） 9／4～7

环保研讨会（下关） 10／27～30

环保研讨会（烟台） 9／20～23

田径运动会·青少年交流事业
（北九州） 8／21～25

乒乓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釜山） 8／18～21

足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下关） 8／24～25

网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青岛） 8／4～7

经济人会议（下关） 11／26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1

经济人会议（下关） 10／30
同期举办: 大连·青岛·仁川·釜山图片资料展

经济人会议（仁川） 7／3
同期举办: 东亚六城市产业经济联合考察团，投资贸易洽谈会

经济人会议（青岛） 10／4
同期举办: 东亚六城市产业经济联合考察团

经济人会议（釜山） 9／23
同期举办: 六城市商品简介展示会

经济界代表会议（北九州） 11／29

经济人会议（大连） 10／31
同期举办: 东亚六城市产业经济联合考察团，
 　　　　 大连投资环境研讨会

经济人会议（大连） 5／23
同期举办: 六城市图片资料展，六城市经贸洽谈会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2
同期举办: 亚洲产业交流展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7／4

联络人工作会议（下关） 6／17
同期举办: 大连代表团洽谈会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4／27

联络人工作会议（青岛） 7／3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9／20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9／17

联络人联合工作会议（福冈） 2004.1／9

研究部会（北九州）  10／22～23

研究部会（福冈）   2004.1／8

福冈商工会议所，天津国际商会，烟台国际商会，蔚山商工会议所加盟

篮球比赛（蔚山）
 7／31～8／1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6市长会议（北九州） 11／16

联络人联合工作会议（北九州） 6／29

同期举办: 东亚六城市经济交流展（北九州），
　　　　  中韩投资环境研讨会（下关）
会员团体: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下关商工会议所，大连国际

商会，青岛国际商会，仁川商工会议所，釜山商
工会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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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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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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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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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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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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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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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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举办活动: 
中日韩企业产品技术交流会，
经济合作研讨会

第6届制造业分会会议（蔚山）
10／14～16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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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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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共同宣言 

　　“东亚城市会议（市长会议·经济人会议）”自1991年组建以来，黄海沿岸的主要城市

就各城市面临的相同的课题共同分享知识和经验，通过交流，为实现环黄海地区的发展开

展了各项活动。会员城市在当初中日韩六个城市的基础上吸收新的城市加盟，如今已经有

10个会员城市，至今为止在加强城市间联合，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彼此

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

　　会议组织虽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课题，比如行政和经济界之间的合

作还不充分等问题。为了克服存在的这些问题，提高“东亚城市会议”组织的功能，我们认

识到有必要在充分地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以及东亚各国的特性，战略的基础上，对城

市间的联合与合作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地研究。而且，在东亚形成能与EU，NAFTA这两大

欧美经济圈相对抗的东亚经济圈的这种要求日益强烈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把形成环黄

海经济圈（作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作为我们更加现实的新的目标加以明确，并积极地加

速这一进程。

　　环黄海经济圈如今拥有3亿人口，GDP，贸易额两方面都已经超过ASEAN地区。目前以

相关城市及地区为中心，新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发展措施，扩大就业等实施具体的地区

联合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交流，加强“市长会议”以及以商会

为主体的“经济人会议”之间的联合，我们成立新的机构“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10个会员城市在充分的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机构基本设想”， 各会员城市彼

此尊重该基本设想，积极推进在基本设想中确定的目标，以及10个会员城市共同实施的如

“创设次区域性东亚FTA”，“建设环黄海环境示范地区”等5大项目。另外，为了给创建新

商务提供机会和场所，在机构内下设四个分会，即制造业分会，环境分会，物流分会，旅游

分会。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地区间，城市间的竞争和积极地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我们相信，我们对形成环黄海经济圈的摸索以及探讨，能够成为形成广大的东亚经济

圈的突破口。我们在此宣言，为使得我们的机构能对环黄海经济圈整体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10城市的市长以及商会会长会互相努力。

2004年11月16日

现在正在更新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网站内容。

机构网站会以各个分会的活动为中心，开设商务对接网页，登载各城市的旅游及欢迎打折卡等信

息，今后网站的内容将更加充实。我们等待着大家提供信息，浏览网站。

http://www.oeaed.com/ http://www.oeaed.com/guide/

■机构网站主页更新了！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网站

环黄海10城市
旅游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