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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an 大连市

欢迎浏览机构主页。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主页定期发布机

构各分会活动与各城市旅游等信息。

　　欢迎大家提供相关信息刊登在主页上，也

欢迎大家经常浏览机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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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11-8363-2319
（86）411-8363-4106
http://www.dl.gov.cn/

Busan 釜山广域市

（82）51-888-5095
（82）51-888-5089
http://www.busan.go.kr/

Kumamoto 熊本市

（81）96-328-2375
（81）96-324-7004
http://www.city.kumamoto.jp/

Qingdao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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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heon 仁川广域市

（82）32-440-3202
（82）32-440-8625
http://www.incheon.go.kr/

Tianjin 天津市

（86）22-5836-8730
（86）22-5836-8690
http://www.tj.gov.cn/

Ulsan 蔚山广域市

（82）52-229-2782
（82）52-229-2779
http://www.ulsan.go.kr/

Yantai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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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kuoka

＜会员城市照片＞熊本市（日本）熊本城周边

福冈市

（81）92-711-4023
（81）92-733-5597
http://www.city.fukuoka.lg.jp/

　01 第三届 国际商务分会

　02 第十一届 环境分会·技术交流研讨会／环境分会共同项目

　03 第十一届 旅游分会／旅游分会共同项目

　04 机构成立以来举办会议的简报

　05 [特别企划 经济参考] 日本·中国·韩国相互间经济关系现状

　07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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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釜山广域市行政自治局国际协力课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市分会

仁川广域市国际协力担当官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蔚山广域市经济产业局通商交流课

烟台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亚非科

福冈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国际课 熊本市经济观光局产业部经济政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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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kyushu 北九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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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onoseki 下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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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九州市企画调整局国际部亚洲交流课下关市综合政策部国际课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成立

日  本
（公财）亚洲成长研究所

所长 

八田 达夫

　于2015年11月在中国烟台市举办的第五届总会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正式批准三名第三方评价委

员的就任，任期自2016年1月开始，为期四年。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对机构的事业、重点课题、组织运营等进

行评价和建议，并就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指导。

　此次，新就任的第三方评价委员发表了各自的就任感言。

　　此次能够当选为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

构（OEAED）第三方评价委员，我深感荣

幸，同时也感到肩上责任之重大。2004

年，环黄海地区的10座城市共同成立

OEAED，之后会员城市增加，各会员城市

之间开展了非常活跃的交流，但目前，包

括分会的运营在内的很多方面都迎来重大

转折。我会与中国、韩国的评价委员一

同，多角度地探讨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自己所能促进OEAED的进一步发展。

中　国
复旦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所长
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王 桂新

　　中日韩三国环黄海诸城市构成一个

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作为

第三方评价委员，发自内心为这个经济

共同体多年来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喝

彩，并希望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城市不忘

初心，克服困难，互利共赢，为谋求共

同发展继续携手前行，为增进三国友好

关系做出示范。

韩　国
韩国产业研究院
全球战略研究团
先任研究委员 

刘 珍根

　　能够成为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

三方评价委员，我深感荣幸。自由贸易

一直以来引领着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

但其基础近来出现了倒退的趋向。回顾

历史，当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活跃

的时候，和平与繁荣也随之而来。就

此，我向那些提出规划并促成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成立的各位前人的慧眼表

示深深的敬意。同时我也期待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引导

东亚的经济发展。

社会兼职：中国地域协会副理事 /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都市计 
画学会理事/上海人口学会副会长長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新闻



　　2016年11月23日至25

日，在日本北九州市召开了第

三届国际商务分会，会员城市

的政府及企业界代表约60人

出席了会议。

　　上午的会议主题是“介护

福祉商务”，北九州市保健福

祉局以“北九州市的老龄化社

会对策”为题介绍了共生的视

角及开展的政策，之后邀请已

经在中国开展介护福祉事业

的日本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了

在该领域进军海外市场的情况。

　　下午参观了北九州市内的两所特别养护养老院，参加人员就日间照料及短期停留等服

务内容、养老机构的设备、费用的设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视察后，参会人员还

参加了与此次分会同期举办的西日本国际福祉机器展，在展会上进行了洽谈，并与日本的

会员城市企业共同出席了交流晚宴。

　　在所有项目结束后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下次国际商务分会的召开城市是韩国的蔚山广

域市，此外，作为特邀观察员参会的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三方评价委员，韩国产业研究

院前任研究委员·刘珍根就此次国际商务分会整体情况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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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国际商务分会

视察西日本国际福祉机器展视察特别养护老人院

参观综合福祉设施「老翁之家」 在西日本综合展示场召开的展示会



　　2016年7月4日至7日，在中国大连市召

开了第十一届环境分会。会议的主题是“土壤

污染对策”，各会员城市的政界及产业界代表

宣讲了各自的举措及技术，实现了信息共享。

同时，会议决定下次的举办城市是韩国釜山广

域市，会议主题是“废弃物处理对策”。

　　分会会议结束后，参会者视察了与会议主

题相关的环境产业设施（化学工厂旧址、鸡粪处理对象地等）。

　　召开分会会议的同时还举办了“技术交流

研讨会”，共有来自中日韩各会员城市的39家

环保企业的100余人参加，在各自介绍了本公

司的优势技术之后，举办了洽谈会。

　　在环境分会“我们拥有同一汪碧海”的口

号下，会员城市每年都会举行海岸清洁活动。

并且，各个城市为了通过削减CO2的排放而防

止地球变暖，还开展熄灯活动，增强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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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 环境分会 议长总结（节选）

环境分会共同项目同期举办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

第十一届 环境分会

○ 推进环黄海地区的土壤污染治理的防治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各城市实现了土壤污染对策及土壤净化、无害化等高

科技的信息共享，积极地实施合适的、安全的土壤处理对策。

○ 推进环黄海地区的大气污染及水处理的防治工作

为了推进以PM2.5为首的大气污染治理及水环境保护的事业，各城市就这些领域的对策及
高技术方面广泛积极地交换信息，并将会持续进行相互支援。

○ 推进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建设

为了构建健全的国际循环型社会，就中日韩政府间尚在商议阶段的“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

基地”的建设问题，三国会员城市将继续予以协助。

○ 共同项目的开展

就海岸清扫及熄灯活动的共同项目，各会员城市将尽可能持续开展。



　　第十一届旅游分会于2016年11月7日

至9日在日本北九州市召开。会员城市的代

表参会，就“促进会员城市间双向观光交流

的对策”进行了主题宣讲和意见交换，并提

出了制作并共享会员城市的经典活动手册、

定期发布旅游信息等具体方案。

　　2016年9月8日至10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召开的胡志明市

国际旅行博览会（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Ho Chi Minh 

City（通称：ITE-HCMC））上，11个会员城市共设展位。除了世界

各国的旅行社外，还有很多当地市民来到展位前进行咨询，多角度

地发布了会员城市的旅游信息。

　　9月9日，在ITE-HCMC会场附近的酒店，举办了由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主办的观光情报说明会，来自胡志明市内的14家企

业参加了说明会。

　　在观光情报说明会上，每个会员城市就各自城市的观光情况

进行了说明，向当地的旅行社宣传了各自城市的魅力。在说明会结

束之后，还举办了会员城市与当地旅行社的洽谈会，相互进行了广

泛的信息交换，同时也听取了来自当地旅行社的越南最新观光情

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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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旅游分会 北九州宣言（摘要）

旅游分会共同项目

第十一届 旅游分会

ITE-HCMC共同展出

与当地旅行社的洽谈会

1 充实会员城市间的交通网络

（1） 开拓新的路线
（2） 充实已有路线

2 旅游商品的开发

为了进一步活跃会员城市间的双方观光交

流，在寻求当地旅行社及航空公司的协助的同

时，推进宣传会员城市魅力的新的旅游产品的

开发，并全力予以推广销售。

3 国内城市间的合作

为了使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不止步于两

个城市之间，我们要与国内的各个城市谋求合

作，促进来自海外各城市的旅客的周游，以扩

大观光旅游交流。

4 通过庆典活动或节日来充实交流

各会员城市通过节日庆典等活动，来寻求

新的相互观光交流的途径。

5 共同项目分担金的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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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分会 物流分会旅游分会

2009年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成立大会

（北九州）　11／15～17

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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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
机构大会，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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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蔚山）　10／30～11／1

第三届东亚经济交流
推进机构大会

（蔚山）　11／5～7

第二届东亚城市合作讨论，
第三届执行委员会

（青岛）　10／28～30

第一届环境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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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环境分会
（大连）　6／8～9
同期举办活动: 中国国际环保博览会

第四届环境分会
（下关）　10／23～24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第三届环境分会
（蔚山）　6／14～15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第五届环境分会
（仁川）　8／19～21
同期举办活动: 环境研讨会，
仁川世界城市庆典

第二届物流分会
（青岛）　7／19～21
同期举办活动:
物流商务交流会，专家论坛

第四届物流分会
（釜山）　10／27～29
同期举办活动: 商务交流会，研讨会

第三届物流分会
（福冈）　11／26～28
同期举办活动:
物流商务交流会，纪念演讲会

第一届物流分会
（仁川）　7／10～12
同期举办活动: 港湾PR展

第五届物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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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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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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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举行活动：产业观光研讨会

第三届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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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旅游分会
（釜山）　9／29～30

同期举办活动: 釜山国际旅游展（BITF）

第五届旅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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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分会

第一届国际商务分会
（釜山）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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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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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第五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
构总会

（烟台）　11／22～24

第十届环境分会
（北九州）　10／11～14
同期举行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

第十届旅游分会
（蔚山）　9／9～11

第二届国际商务分会
（青岛）　11／18～20

2016年
第十一届环境分会

（大连）　7／4～7
同期举办活动：技术交流研讨会同期举办活动：西日本国际福祉机器展

第十一届旅游分会
（北九州）　11／7～9

第三届国际商务分会
（北九州）　11／23～25

2010年

第四届东亚经济交流
推进机构大会

（青岛）　11／24～26

第六届环境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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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环境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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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环境分会
（烟台）　8／5～7
同期举行事业：技术交流研讨会

同期举办活动:
第十届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议
2010生态技术展
第十七届九州·韩国经济交流会议議

第六届物流分会
（天津）　11／3～5

第六届旅游分会
（福冈）　9／1～3

同期举行活动：商务交流会

第七届制造业分会
（北九州）　10／13～15

2011年

第三届东亚城市合作论坛，
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　11／9～11

第七届旅游分会
（仁川）　10／17～19

第八届制造业分会
（北九州）　11／8～9

第九届制造业分会
（釜山）　7／9～11

2012年
第一届一站式服务中心
窗口部门会议

（北九州）　2／13～15

第五届执行委员会
（烟台）　11／5～8

第二届一站式服务中心
网络会议
机构窗口部门会议

（北九州）　1／30～2／1
同期举行活动：10城市旅游揭示板/海报展览会

2013年

第八届旅游分会
（下关）　10／8～10

第九届环境分会
（蔚山）　5／20～21
同时举办事业：技术交流研讨会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北九州）　11／25～27

同时举办活动：2014中国旅行产业博览会

2014年

第九届旅游分会
（天津）　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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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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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笔者想就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会

员城市所在的三个国家间的贸易状况进行一下探

讨。下方的表一显示了不同年度三国间的贸易交

易额。分别表示为各个年度的中日、中韩、日韩之

间的贸易额，例如，从韩国出口到日本表示为「韩

国→日本」。为方便国际比较，此处均以美元表示。

　　首先，自2011年至2015年间，日韩之间双向

的贸易情况均呈连续递减趋势。由于韩国在原材

料·零部件、生产设备等方面依赖日本，所以在对

日贸易中持续呈现结构性赤字。从商品类别来看，

半导体、塑料制品、钢铁板等的进出口所占比重很

大，水平贸易的色彩强烈。而且，以对日输出中所

占比重靠前的汽车零部件为例，2000年以后增

长了6倍。其原因在于在西日本建厂的汽车厂商等

不断采用韩国的零部件。

　　再来看中国与韩国的贸易状况，韩国的对中

贸易要远远超过对日贸易，2004年的时候超过

对美贸易，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并

且，此期间内，进出口都呈增加的趋向。从贸易收

支来看，韩国方面的出口要超过进口，呈贸易顺

差。

　　韩国积极推进国家及地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缔结，在2015年与中国正式签署中韩

自贸协定。与欧盟或美国间缔结的FTA相比，与

中国的FTA自生效10年内，零关税商品的比例较

低。但可以预见流行服饰、化妆品、生活家电、高

级食品等品种的输出会呈现出增加的趋向。

　　中日之间的贸易状况与日韩贸易同样，在整

个期间内都呈减少的趋势，但因为同时期日元对

美元汇率走低，所以以日元表示的中日贸易呈现

稳中略增的倾向。

图1．日本·中国·韩国相互间贸易额的推移

韩国→日本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日本→韩国 日本→中国韩国→中国 中国→韩国 中国→日本

亿
美

元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OEAED News 205

特别企划　经济参考

日本・中国・韩国相互间经济关系现状



　　再来看一下2015年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

的情况。「日本→韩国」的投资中，有一部分是考虑

在制造业方面不断成长的韩国企业的需求，但因

为韩国企业的成长速度放缓，所以投资额减少。值

得关注的是，「韩国→日本」的投资比前一年增长

了4.1倍，达到17亿1,557万美元，创下历史最高

纪录。在太阳能发电等“其他发电业”领域，韩发

集团在大分县杵筑市的发电能力在24兆瓦的太

阳能发电所的竣工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韩国

→中国」的投资连续两年递减，为28亿5,494万

美元。其影响因素为在选择生产基地的时候，韩

国企业的关注点由中国转移到了越南等费用相对

低廉的国家。

　　「日本→中国」的投资也呈减少趋向，据日本

的国际收支统计，减少了1.9%，为1兆727亿日元。

其原因在于对中投资存在较高风险，一直以来的

出口加工型、沿海地区的事业难以继续扩大。但是

在“食品”、“运送用机械”、“批发·零售业”等内消

型产业领域，仍有很多企业想要在中国扩大事业，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巨大市场，所以在中国

的市场投资仍然会持续得到强化。

尹　明宪 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国际关系学科 教授。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 韩国经济・东亚经济

主要著作： 『韩国经济发展转型―全球化时代的革新战略―』明石书店、2008年2月。

（参考文献）
・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JETRO世界贸易投资报告』　各年度

图2．日本·中国·韩国相互间直接投资的推移

韩国→日本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日本→韩国 日本→中国韩国→中国 中国→韩国 中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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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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浏览机构主页。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主页定期发布机

构各分会活动与各城市旅游等信息。

　　欢迎大家提供相关信息刊登在主页上，也

欢迎大家经常浏览机构主页。

机构主页
http://www.oeaed.org/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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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an 釜山广域市

（82）51-888-5095
（82）51-888-5089
http://www.busan.go.kr/

Kumamoto 熊本市

（81）96-328-2375
（81）96-324-7004
http://www.city.kumamoto.jp/

Qingdao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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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heon 仁川广域市

（82）32-440-3202
（82）32-440-8625
http://www.incheon.go.kr/

Tianjin 天津市

（86）22-5836-8730
（86）22-5836-8690
http://www.tj.gov.cn/

Ulsan 蔚山广域市

（82）52-229-2782
（82）52-229-2779
http://www.ulsan.go.kr/

Yantai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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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kuoka

＜会员城市照片＞熊本市（日本）熊本城周边

福冈市

（81）92-711-4023
（81）92-733-5597
http://www.city.fukuoka.lg.jp/

　01 第三届 国际商务分会

　02 第十一届 环境分会·技术交流研讨会／环境分会共同项目

　03 第十一届 旅游分会／旅游分会共同项目

　04 机构成立以来举办会议的简报

　05 [特别企划 经济参考] 日本·中国·韩国相互间经济关系现状

　07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成立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2016年活动报告

20
2017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釜山广域市行政自治局国际协力课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市分会

仁川广域市国际协力担当官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亚洲处

蔚山广域市经济产业局通商交流课

烟台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亚非科

福冈市总务企画局国际部国际课 熊本市经济观光局产业部经济政策课

TEL
FAX
URL

•
•
•

TEL
FAX
URL

•
•
•

Kitakyushu 北九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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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onoseki 下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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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九州市企画调整局国际部亚洲交流课下关市综合政策部国际课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成立

日  本
（公财）亚洲成长研究所

所长 

八田 达夫

　于2015年11月在中国烟台市举办的第五届总会上，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正式批准三名第三方评价委

员的就任，任期自2016年1月开始，为期四年。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对机构的事业、重点课题、组织运营等进

行评价和建议，并就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指导。

　此次，新就任的第三方评价委员发表了各自的就任感言。

　　此次能够当选为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

构（OEAED）第三方评价委员，我深感荣

幸，同时也感到肩上责任之重大。2004

年，环黄海地区的10座城市共同成立

OEAED，之后会员城市增加，各会员城市

之间开展了非常活跃的交流，但目前，包

括分会的运营在内的很多方面都迎来重大

转折。我会与中国、韩国的评价委员一

同，多角度地探讨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自己所能促进OEAED的进一步发展。

中　国
复旦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所长
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王 桂新

　　中日韩三国环黄海诸城市构成一个

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作为

第三方评价委员，发自内心为这个经济

共同体多年来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喝

彩，并希望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城市不忘

初心，克服困难，互利共赢，为谋求共

同发展继续携手前行，为增进三国友好

关系做出示范。

韩　国
韩国产业研究院
全球战略研究团
先任研究委员 

刘 珍根

　　能够成为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

三方评价委员，我深感荣幸。自由贸易

一直以来引领着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

但其基础近来出现了倒退的趋向。回顾

历史，当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活跃

的时候，和平与繁荣也随之而来。就

此，我向那些提出规划并促成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成立的各位前人的慧眼表

示深深的敬意。同时我也期待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引导

东亚的经济发展。

社会兼职：中国地域协会副理事 /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都市计 
画学会理事/上海人口学会副会长長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