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概要
目的
通过加强会员城市间的合作、经济交流以及相互间的联络等，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城市
间交流。在环黄海地区形成新的广域经济圈，同时为东亚经济圈发展做出贡献。

机构设立及会员城市
为在环黄海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圈，
“东亚城市会议”以及“东亚经济人会议”于1991年
成立。
会议成立当初，参与的城市有北九州市、下关市（日本）以及两市的友好城市－大连市、
青岛市（中国），仁川广域市、釜山广域市（韩国），共计6个城市，之后又有4个城市加入，分别
为天津市、烟台市（中国），蔚山广域市（韩国），福冈市（日本）。自2004年起，为形成以经济
为中心的交流平台，中日韩11个城市成立了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下称 ：机构）。
机构成立时（2004年）共有来自中日韩的10个会员城市，2014年熊本市（日本）加入机
构，会员城市增至11个。

机构的组织架构
总 会

●总 会
系会员城市政府及经济团
体（商工会议所、国际商会）代

11个城市
商工会议所会头
·国际商会会长

11个城市
市长

表组成的机构决策机关。由会
员城市轮流举办。

第三方评价
委员会

事务局

●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系在不召开总会的年份召
开的事务工作人员会议。辅助
总会，就各项议题进行协商讨

国际经济
贸易合作分会

环境分会

旅游分会

物流分会

论。

●分 会
系协商专业事项，实施共同项目的机关，目前机构设有四个分会。
每个分会的干事城市（2016年最新信息, 物流分会未定干事城市。）
分会名称

日

本

中

国

韩

国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任期 2015-2017）

北九州市（主）

青岛市

仁川广域市

环境分会（任期2015-2017）

北九州市（主）

大连市

釜山广域市

旅游分会（任期2014-2016）

下关市（主）

大连市

蔚山广域市
（主）表示主干事城市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

为发挥机构活动及运营的有机功能，站在客观角度运用专业知识对机构活动进行建议及评价
的机关。由分别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各一位专业人士构成。

●事务局
从事机构日常庶务的机关。北九州市及下关市的政府、商工会议所共同将事务局设置在北九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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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发展历程
东亚城市会议－市长会议

年度

东亚城市会议－经济人会议

知识人会议（北九州） 11／28

经济界代表会议（北九州） 11／29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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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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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

专家会议（北九州·下关） 11／25

经济人会议（下关） 11／26

1993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8／24～25
市长会议（北九州） 11／10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1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6／27～28
1994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7／4

会员城市: 天津市、烟台市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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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研讨会（大连） 5／16～19
1995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4／27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北九州）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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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8／8～11
联络人工作会议（釜山） 8／7～9
环保研讨会（仁川） 9／4～7

1996年

田径运动会·青少年交流事业
（北九州） 8／21～25

联络人工作会议（青岛）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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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会议（釜山） 11／6～8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10／21～22

联络人工作会议（下关） 6／17

会员城市: 蔚山广域市加盟

同期举办: 大连代表团洽谈会

1997年

港湾信息交换会
（北九州） 10／21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1998年

4／28～30

环保研讨会（下关） 10／27～30

乒乓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釜山） 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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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 9／23
同期举办: 六城市商品简介展示会

市长会议（大连） 11／2～3
1999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青岛） 6／22～24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天津） 9／12～14
联络人工作会议（下关） 4／11～13

2000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大连） 9／17

经济人会议（大连） 5／23

市长会议（下关） 11／1～3

网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青岛） 8／4～7

会员城市: 福冈市加盟

同期举办: 六城市图片资料展，六城市经贸洽谈会

联络人工作会议（蔚山） 4／25～28
2001年

联络人工作会议（北九州） 9／20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2

环保研讨会（烟台） 9／20～23

同期举办: 亚洲产业交流展

联络人工作会议（仁川） 4／24～25
研究机构交流会议（仁川） 4／26～27
2002年

市长会议（仁川） 11／6～8

足球比赛·青少年交流事业
（下关） 8／24～25
研究部会（北九州） 11／20

2003年

研究部会（北九州） 10／22～23
研究部会（福冈） 1／8

联络人联合工作会议（福冈） 1／9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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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联合工作会议（北九州） 6／29
市长会议（北九州） 11／16

篮球比赛（蔚山）

经济人会议（北九州） 11／16

7／31～8／1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设立（北九州）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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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活动成果
总 会 \ 执行委员会 \ 城市论坛 \ 环黄海行动
2004年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成立大会
（北九州）11/15～17

第一届制造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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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天津）10/10～12

第二届制造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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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 环黄海行动 ～

（Active Cooperation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Other Needs）

2006年

制造业分会

旨在加强会员城市经济合作，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

第二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总会
（天津）11/5～8

国际论坛“东亚ICT产业集群”
（北九州）12/12～14
第三届制造业分会
（仁川）10/16～18
同期举办活动：仁川商务对接会

1．目标
①让外国企业在本国内的贸易投资最为顺畅。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第一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蔚山）10/30～11/1
第一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蔚山）10/30～11/1
第三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总会
（蔚山）11/5～7

第三届执行委员会
（青岛）10/28～30
第二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青岛）10/28～30

2010年

第四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总会
（青岛）11/24～26
＊签署《环黄海行动备忘录》

2011年

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11/9～11

②在本国内，成为进出口业务洽谈-签约-物流所
需时间最短的城市。
③在贸易投资过程中，针对国家层面管理的事
项，向国家提出改进意见，同时各城市采取代
替性措施进行改进。
2．行动计划
①设立针对投资及贸易提供综合性建议及专家
咨询的“一站式中心”或者具有相同功能的机
构。
②以“一站式中心”为窗口，并与其他部门合作，
推进进出口商务的顺畅化。
③各城市的“一站式中心”相互合作，建立合作
机制，为各城市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第四届制造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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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制造业分会
（烟台）9/22～24
同期举办活动：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

第六届制造业分会
（蔚山）10/14～16

④构建各城市企业的信息数据库。
⑤对投资研讨会、海外派遣技术专家活动给予
政策性支持。
⑥各城市分别进行努力，根据需要，对各自国家
管理的事项提出希望要求。

第七届制造业分会
（北九州）10/13～15
同期举办活动：第十届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议、
2010环保科技展、
第十七届九州韩国经济交流会议

第八届制造业分会
（北九州）11/8～9

第三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北九州）11/9～11
第一届一站式中心窗口部门会议
（北九州）2/13～15

2012年

2013年

第五届执行委员会
（烟台）11/5～8

第二届一站式中心联络会议暨机构窗口部门会议
（北九州）1/30～2/1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11/25～27

第九届制造业分会（釜山）7/9～11

2014年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第一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釜山） 7/9～11

2015年

第五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总会
（烟台）11/22～24

为使会员城市间的经济交流更加活跃，
“制造业分会”与“一站式中心”统合为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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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
（青岛）11/18～20

旅游分会

环境分会

物流分会

第一届环保分会（北九州） 8/3～5
※提前成立
同期举办活动：环境产业专题研讨会

第一届旅游分会（釜山） 9/29～30

第一届物流分会（仁川） 7/10～12

同期举办活动：釜山国际旅游展（BITF）

同期举办活动：港口宣传展

第二届环境分会（大连）6/8～9

第二届旅游分会（烟台）10/18～20

第二届物流分会（青岛）7/19～21

同期举办活动：中国国际环保博览会

同期举办活动：旅游商务交流会、
亚欧会议（ASEM）旅游合作
发展论坛暨展览会

同期举办活动：物流商务交流会、专家论坛

第三届环境分会（蔚山）6/14～15

第三届旅游分会（下关）11/7～9

第三届物流分会（福冈）11/26～28

同期举办活动：环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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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举办活动：物流商务交流会、纪念演讲会

第四届环境分会（下关）10/23～24

第四届旅游分会（釜山）10/6～8

第四届物流分会（釜山） 10/27～29

同期举办活动：环保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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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举办活动：物流企业宣传交流会、专题研讨会

第五届环境分会（仁川）8/19～21

第五届旅游分会（青岛）8/20～22

第五届物流分会（仁川） 8/19～21

同期举办活动：环境研讨会、仁川世界城市庆典

同期举办活动・共同项目：
旅游商务交流会、
“2009环黄海年”启动活动、
青岛国际啤酒节

同期举办活动：专题研讨会、物流商务交流会、
仁川世界城市庆典

第六届环境分会（北九州）10/12～14

第6回旅游分会（福冈）9/1～3

第六届物流分会（天津）11/3～5

同期举办活动：2010环保科技展
九州、韩国、中国环保商务洽谈会

同期举办活动・共同项目：产业观光研讨会

第八届环境分会（烟台）8/5～7
同期举办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

同期举办活动・共同项目：商务交流会

第八届旅游分会（下关）10/8～10
同期举办活动・共同项目：
十城市旅游展板、海报展

第九届环境分会（蔚山）5/20～21

第九届旅游分会（天津）9/19～20

同期举办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

同期举办活动・共同项目：
2014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第十届环境分会
（北九州）10/11～14
同期举办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

第十届旅游分会（蔚山）9/9～11
共同项目① ：2015泰国国际旅游博览会（泰国曼谷）
2/24 ～ 3/1
共同项目② ：日本旅游博览会（日本东京）
9/24 ～ 27

4

共同项目：共同出展国际旅游展示会等

同期举办活动：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易博览会

共同项目：海岸清扫活动·熄灯活动

第七届环境分会（青岛）6/8～10

第七届旅游分会（仁川）10/17～19

共同项目： 会员城市在分会会议中决定的，
共同参与的活动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发挥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拥有相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

中日、日韩、中韩贸易额推移（单位 ：百万美元）

式。中日韩三国都拥有生产能力较高的制造业以及
持续增长的对外出口，这些都发挥着引领作用，对三
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在2013年，中国、日本、韩国分别是世界第1位、第4

中日
日韩

位、第7位的出口国，同时还分别是第2位、第4位、第

中韩

9位的进口国（UNCTAD,2014）。凭借东亚生产-贸易
体系中不断扩大的三国间直接投资、技术交流以及
贸易物流，中日韩三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扩大。
（信息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DB）(2014）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信息

中日韩三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推移

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外国
直接投资（FDI）显著增加。中日韩三国所在的东亚，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在东亚经济圈中，为促

中国

进国际商务交流、推进该地区内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韩国

以及城市间、国际间的相互理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日本

作用。

（选自：亚洲成长研究所 戴二彪、今井健一、韩成一（2014）
《环黄海地区成长动向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发挥的作用》）
（信息来源）UNCTAD FDI/TNC database

日本

会员城市概况

●九
●州
●市
●
北

●关
●市
●
下

北九州市是作为日本
产业中心之一而发展起来
的制造业城市。在治理严重
污染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环保技术以及产学
官民合作方式，这些环保活
动受到高度评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1年
首次在亚洲地区授予北九州环保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绿
色成长城市”称号。北九州市致力成为“世界环保首都”。

下关市自古以来作
为交通枢纽而繁荣发展，
现在拥有同韩国釜山港、
中国太仓港的定期航线，
作为国际物流据点发挥
着重要作用。海运业、造
船业、制造业发达，此外还拥有丰富的新鲜水产资源
以及优质温泉，还有日本屈指可数的历史遗产和自
然环境，旅游业发达。

福
●冈
●市
●

熊
●本
●市
●

福冈市的城市功能及广
域交通功能聚集在市中心半
径2.5公里范围内，城市周边
山海自然景观丰富，是一个
宜居的紧凑型城市。福冈机
场和博多港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人流及物流中心，国际
商务交流活跃。福冈市充分利用大学等设施较为集中这一
条件，致力构建知识创造性产业中心。2014年福冈市被日本
政府指定为国家战略特区，致力成为世界最易创业的城市。

熊本市是以熊本城的
城关镇发展起来的位于九
州中央的城市。2013年，获
得联合国颁发的“生命之
水（Water for Life）”最优秀
奖，这也是日本首座获此
殊荣的城市。熊本市拥有清冽的地下水、绿意盎然的自
然、历史文化遗产等宝贵资源，致力推进城市旅游业发
展。医疗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云集，是一座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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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连
●市
●
大

●岛
●市
●
青

大连市是中国北方
著名的港口、工业、贸易、
金融、旅游城市。对外贸
易活跃，外资企业云集，
众多大型日资企业入驻，
是国内外资本汇集的热
门投资地之一。拥有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引
领着东北三省对外开放的步伐。

青岛市是中国首座
沿海开放城市，青岛的国
际贸易港被称为中国五
大贸易港之一，承载着海
运枢纽的作用。
“ 海尔集
团”
“ 海信集团”
“ 青岛啤
酒”等知名品牌众多，同时也是日本、韩国投资以及
企业入驻较多的城市。

天
●津
●市
●

烟
●台
●市
●
烟台是中国首批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是亚洲
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
酒城，经济总量居山东省
第2位。物产资源丰富，产
业门类齐全，培育了机械
制造、电子信息、黄金采炼、现代化工、海工装备、生
物制药等优势产业，正在积极构建医疗健康产业基
地式城市和养老产业典范城市。

天津是中央直辖市，
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
市。拥有航空航天、石油
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
产业，有超过15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2014年，
天津获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致力于建设全国先
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
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韓国
●山
●广
●域
●市
●
釜

●川
●广
●域
●市
●
仁

釜山广域市拥有集
装箱年吞吐量世界第五
的国际贸易港口，是韩国
第二大城市。BEXCO等大
型会展设施中举办过
APEC首脑会议以及数十
万人规模的国际会议，釜山正以会奖城市的姿态迅
速发展。

仁川广域市是面向
韩国西海岸的韩国第三
大城市，拥有世界屈指可
数的国际骨干机场和港
口 ，以 经 济 自 由 区 域
（IFEZ）为中心，在国际商
务、教育研究机构、金融、休闲运动、航空等诸多领域
进行着招商活动。仁川广域市经常举办国际性文体
盛事，同时通过联合国的招商支援等活动，致力建设
国际性机构云集的城市。

●山
●广
●域
●市
●
蔚
蔚山广域市是以现
代（Hyundai）重工业为代
表的大企业云集的重化
学工业城市，引领着韩国
经济的发展。在石油化学
领域，拥有世界性产业集
群，蔚山广域市旨在建设成为引领绿色发展的国际
性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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