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obal Procurement Focuses on China, Chinese Enterprises Go To the World

To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UN and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use the UN's global network to open up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markets, strengthe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 wider range, and at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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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简称“促进会”）成立于 2006 年，是经国务院批准、

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3A级全国性社团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我会

主管单位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指导。

工作宗旨是促进我国企业积极参与联合国采购，帮助我国企业利用联合国的全球

网络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

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

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技术交流平台，具有很高的

权威性。2019年，联合国在全球的采购金额为199亿美元，此外，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

在进行政府采购时也使用联合国注册供货商名单，据不完全统计，由此带来的贸易机

会高达上万亿美元。中国企业要实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这是一个最好

的互动平台。

自成立以来，通过信息交流、业务辅导、供应商推荐等有效手段，在宣传推广联

合国采购，加强联合国机构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帮助国内企业拓展联合国市场等方面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针对国内企业对联合国采购缺乏了解、业务开展不够活跃

的现状，我会通过举办系列讲座和说明会，以及对口辅导和业务培训等方式，使很多

国内企业解了联合国采购的规则、流程以及对供应商的要求，提高了拓展联合国采购

市场的业务能力。同时，定期邀请联合国采购官员来华举办采购说明会和贸易对接

会，与国内企业进行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并向联合国机构推荐了一批符合条件的注册

供应商，为相关产品和服务进入联合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指导下，中国新增供应商数量在过去两年有很大的跃

升，目前注册的联合国基础级中国供应商数量已经超过7000家，全球排名第二。经过

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会为扩大联合国采购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已取得明显

成效。目前，已成为国内的联合国采购推动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深得联合国主要采

购机构认可的权威机构，是沟通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和联合国及国际组

织的重要平台。

未来，促进会未来将积极发挥全国性商协会“第一方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

完成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的同时，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

服务”走向国际公共采购市场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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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UN Procurement (CAPUNP) is a State

Council, non-profit UN Procurement promoting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2006 in China,

approved by China MOFCOM(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 The goal of CAPUNP

is to stimul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UN procurement process,

while helping them utilize the UN's global network to open up to the world. By

bridging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UN agencies, CAPUNP successfully helped many

qualified Chinese enterprises register as and become UN suppliers, which is aim

proved the diversity of the UN supply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ina

UN Supply Base is above 7000, ranking No. In the World.

CAPUNP has set up the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UN agency in China, such as

UNDP, UNICEF, WHO, UNFPA, UNIDO, WFP, etc... CAPUNP regularly invites UN

procurement officials to China to have trade and procurement briefings, provides the

Chinese businesses an opportun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officials, and recommends the qualified relevant companies to the UN procurement

team simultaneously. CAPUNP also gives lectures and briefings on the matter, as well as

provides in person coaching to familiarize the Chinese companies with the UN

procurement rules, process and requirements. Through information exchange, business

guidance, and supplier recommendation, CAPUNP has reinforc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UN agencie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help the domestic businesses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spread the awareness of UN procurement in China.



第 5 页

会员企业可参加以我会与各省市地方政

府和商务厅举办或支持的联合国采购贸易暨

对接会，及国际大型会展及国际高级别活动

如全球采购论坛及境外采购商招商等活动。

如：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厦

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韩国（首尔）国

际公共采购博览会（KOPPEX）、中国（成

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等。

2020年，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北京

市朝阳区政府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共同举办了“全球采购与数字贸易创新融

合”专场高端论坛，会议邀请了商务部、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相

关国家使馆及北京市朝阳区领导到及代表出

席。各方携手共同见证了国际公共采购交易

“一站式”服务平台发布活动，及国际采购

组织与重点企业的签约仪式，共同分享上百

亿美元的“全球采购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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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memb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UN Procurement trade and docking

meeting held or supported by the CAPUNP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erce

departments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exhibitions

and high-level events, such as global procurement forum and overseas

buyers’investment promotion activities: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CIFTIS)、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Global Health 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 Trade (Xiamen, China)、

Korea Public Procurement Expo (KOPPEX)、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Souring

Fair (Chengdu, China), etc.

In 2020, the CAPUNP and the Chaoyang District Government of Beijing jointly

held a special high-end forum o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lobal Procurement

and Digital Trade"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The lea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UNDP, WHO, embassies of

relevant countries, a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Jinzh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rvice Zone i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were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All parties joined hands to witness the launch of the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curement transactions, and the signing ceremony

between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 and key companies, and shared th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his "Global Procurement F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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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联合国秘书处/采购司为联合国组织进行各种货物和服务的采购；主要组织、秘

书处附属机构、联合国专门机构根据各自的采购政策所进行的各自采购。2019年年度统计数据的

联合国组织采购总额达到199亿美元。

用途

自用：联合国机构维持全球运转所需的采购；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需物资/服务的采购；人道

主义与紧急救援；发展援助：发展援助项目的采购。

方向

联合国采购的份额已逐年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倾斜。近年，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期国家的采购份额占总采购额的百分比已超过60%,并且呈逐年增长趋势。每年采购的货物

占总采购的比例呈逐年递减趋势，采购的服务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在2012年比例高达56%。

促进联合国目标的实现

采购的最终目标是增加为该组织执行其命令、实现远景和目标的价值。

严格按照财务法规执行采购流程，维护本组织良好形象和声誉;

依照本组织执行命令中的详细规定，促进公共产品采购。

公平、诚信、透明

公平透明竞争：联合国采购的核心，为保障竞争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防止勾结行为，并使所有

潜在供应商都始终遵循的明晰合理的法规、法令和步骤的前提上建立竞争。

有明确的法规和机制来保证（公正的规格、客观的评估、标准的寻价，以及提供给各方的相等信

息，报价保密等）投标人权益。未竞标成功的供应商可被告知其标书的优点和不足。透明制度保

证了任何不公正或不平等行为都会在前期被发现。保障在采购过程的诚信，避免企业利益受损。

节约和效力

节约和效力指：以合理的价格及时提供所需数量、质量的商品，以满足联合国机构的需要，包括

出于机构总预算的考虑，来保证采购过程的最小成本。节约原则保护着预算机构的利益，而效力

原则则保证了最终使用者的利益。

最高性价比

高性价比指：所选标书应是多方因素的最佳综合体。多方面因素包括符合的质量、使用周期的费

用及其它如社会、环境和满足最终使用者需求的战略目标等因素。高性价比是指参考详细招标文

件的评估标准，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而非是报价最低的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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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procurement division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conducts procurement of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for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Procurement by major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subsidiary organs of the secretariat

and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ocurement policies.

Annual statistics for 2019 show total procurement by UN organizations at $19.9 billion.

Use

Self-use: procurement/peacekeeping for UN agencies to operate globally: procurement of

goods/services for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humanitarian and emergency

relief/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curement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jects

Direct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hare of United Nations procurement has been skewed year by year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Nations share of procur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has exceeded 60 per cent of total procurement and

is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The propor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purchased in the total procurement has also

changed. The proportion of goods purch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total

procurement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s purchased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2012,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s purch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total procurement has been as high as 56%.

file:///C:/Program%20Files%20(x86)/Youdao/Dict/8.5.3.0/resultui/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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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 Service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即

将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将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re a global development effort for 2015-2030. On

September 25, 2015,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will be held at it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where the 193 MEMBER States of the UN will formally adopt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所有国家（贫穷、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采取行动，保护地球的同时促进繁

荣。消除贫困必须与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等一系列社会需求的战略相

结合，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re a call for action by all countries – poor, rich and middle-income –

to promote prosperity while protecting the planet. They recognize that ending poverty must go hand-in-hand

with strategies that build economic growth and address a range of social needs including education, health,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 opportunities, while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货物类 Goods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4%E5%90%88%E5%9B%BD%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9B%AE%E6%A0%87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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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联合国各组织采购了价值199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与2018年相比

增长了5.9%，即11亿美元。考虑到报告组织的变化，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

增幅。货物采购增加3.98亿美元(4.4%)，服务采购增加7.10亿美元(7.3%)。图1

显示了过去十年的采购趋势。

2019年报告的39个组织与2018年相同。自2016年以来，这些组织的采购额

合计增加了12.3%，从177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99亿美元。

2019年采购额的增加是由大多数报告组织的整体增加所推动，39个组织中

有33个的数额有所增加。增加最多的三个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项目

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合计占增加总额的60.7%，为6.7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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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由各种组织组成，从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到研究和培训实

体。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结构和采购办法，这取决于其任务授权，本报告只代

表了采购方面的关键组织。有些组织的采购数额、类别和全球足迹可预测且稳

定，另一些组织则可能以项目为基础或易受全球事件的影响，因此在数额、类

别和供应国上都变化较大。表1显示每个组织的采购额(以及各自从发展中国

家、经济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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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采购额列出了2019年10个最大类别。清单上的各部分与2018年基本相

同，除了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降至第11位，其第10位被金融和保险服务取代。

虽然这两个类别的采购都比前一年增加，但金融和保险服务的增幅更大，主要

是儿基会在也门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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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包括所有193个会员国在内的217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向联合国

各组织提供了商品和服务。在133个会员国的采购额超过1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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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从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购的123亿美元

货物和服务中，有62.2%来自2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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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报告。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供应

商为6923家。中国总采购额246.4（百万美元），

其中，货物171.1（百万美元），服务75.2（百万

美元）。

中国供应商在联合国采购市场中所占份额与中

国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以及中国逐年上升的联合国会

费分摊比例都是极不匹配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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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7月

关于国际捐赠、防疫活动

International Donors

2020年6月16日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境外“云招商”

2019年8月27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境外专业观众招募说明会

CIIE OVERSEAS PROCUREMENT DELEGATION'S REGISTRATION

2020年6月25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俄罗斯联邦教科文组织远东委员会、俄罗斯《调解杂志》媒体

共同创建《欧亚国际争端解决》期刊

2019年9月20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

2019年11月6日

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暨联合国采购推介暨对接洽谈会

2019年12月3日

拜访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及中国驻 WTO 代表团并进行工作交流

2019年12月16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发布《联合国采购投标流程》团体标准

2019年8月-11月

国际投标培训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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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企业通过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远东项目中心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中心捐赠民用口罩30万件，下图

为来自两家机构的感谢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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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1日下午，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项目中心负责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总统特别基金会国际项目总监费尔斯特·维克多

先生邀请，参加由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发起的关于合作推广用于诊治新冠肺炎（NCP）的人

工智能（AI）平台的视频会议。

参加视频会议的中方代表包括： 世卫组织促进健康医院董事会成员兼高级顾问、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中医药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国际合

作交流工作委员会、北京科学院保健医学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医药药品追

溯系统（区块链）医疗投资公司、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等机构。

参加视频会议的俄方代表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自动化研究所、俄罗斯人工智能协

会、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生物医学"应用医学中心、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州立大学世

卫组织培训和研究计划中心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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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视频会议的中方代表包括： 世卫组织促进健康医院董事会成员兼高级顾问、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中医药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国际合

作交流工作委员会、北京科学院保健医学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医药药品追

溯系统（区块链）医疗投资公司、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等机构。

参加视频会议的俄方代表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自动化研究所、俄罗斯人工智能协

会、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生物医学"应用医学中心、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州立大学世

卫组织培训和研究计划中心等机构。

参加视频会议的各方代表就促进人工智能平台的搭建及全球范围内的免费使用推广，用于

诊断和治疗新型肺炎（NCP）；及在世卫组织"医院促进健康计划"框架下，建立医疗中心实施该

AI平台；针对新冠肺炎（NCP），设计世卫组织的相关培训及线上课程开发等领域，交换意见，

形成了初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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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遏制疫情蔓延，阻断病毒传播，我会继2月

初启动国际公共采购紧急供应计划，并与有关国际组织及下属企业、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就防

护清单认证及供应工作协调后，2021年2月25日在我会主导发起的国际公共采购联盟（IFPPS）

及大韩民国企业出口振兴协会（G-PASS）的助力下，第一批捐赠防控物资顺利抵达北京，完成

全部清关，交付至北京爱尔基金会（5A级基金会）。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以“倡导慈善、扶贫

济困、助残助学”为宗旨，在扶贫、助残、助学等多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项目。

北京爱尔基金会第一时间将46箱防控物资送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

北京市委、市政府抗疫情有关工作要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支援防控工作。

我会有效通过国际公共采购联盟的全球网络，迅速向联盟下各成员国发出支援号召，统筹

联系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日本等国协调安排防控物资的调

度。为满足国内防控物资的需求，我会副秘书长刘峰靠前指挥，亲赴国外货源厂家考察物资质

量、产能等，确保物资的安全性。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在我会协助下，已成功采购医用防护物资、

3960瓶酒精消毒喷雾及12000支电子体温计已顺利送达UNDP驻华代表处办公室。另外，我会还帮

助华北电力大学完成4箱紧急防控物资采购，并已顺利交付至相关负责人。

后续，在动员我会下属的会员单位加紧生产防控物资的同时，我会还将积极帮助制造企

业、外贸企业做好调研和恢复生产等供应链优化协同工作，全力做好企业与政府之间桥梁的作

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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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6日，在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局支持下，中国联合国采购促

进会举办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境外云招商说明会。作为在全球公

共采购领域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商协

会，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已签署合作协议，成为

第三届进博会 “境外招商合作单

位”。

来自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商

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

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

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难民署、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代表处、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

会、美国环球信息工业公司、京东集

团市场与公共关系部、常青国际集

团、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商报》、俄罗斯联邦区议会委

员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域政府、国

家杜马经济政策、创新发展和企业经

营理事会、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促进中

心、莫斯科科技与管理大学等嘉宾出

席活动。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是“云”上的桥梁，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将来自国内和国际

的近80家政府代表、联合国机构代表、国际组织代

表和国际采购团代表汇集在一起。

此次大会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王栩男主持并致开场词。王栩男秘书长

在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迅速蔓延阻挡

不了进博会筹备的脚步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促进会将发动更加广泛的联合国及国际组织资

源、专业会展资源及丰富的采购专业经验，在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的指导下，积极开展2020年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境外专业采购商招商工作。推

动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流与发展，落实国家对外开放

的战略部署，积极推动全球贸易的服务交流与发

展，助力国际采购“引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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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西蒙,阿多韦兰德先生致欢迎词，贝宁共和国代表

西非八国表示将与促进会共同建设区域公共采购和基于人民币的结算服务平台，并预祝本次

说明会圆满成功。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第三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10日在中国上海

如期举办，总体的框架与前两届大体一致，包括国家综合展、企业商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

坛这三大板块，进博会的筹办工作，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下脚步。各方根据进博会组委会的

统一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进博会筹办，通过“云沟通”、“云路演”、“云签约”、

“云对接”等多种方式，按既定目标稳步推进。进博局代表还回答了来自于潜在境外采购商

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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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吕汉阳先生与大家分享了公

共采购市场和国际开放情况，强调公共采购市场是国际

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规模巨大。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作为我国唯一的对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购工作

的平台，为国内企业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购和贸易

做出了重要贡献。

莫斯科科技与管理大学维克托, 菲尔斯特教授及来

自俄罗斯的进博会展商们共计40余人同时上线出席会议

并讲话。维克托, 菲尔斯特教授在讲话中指出，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90%的国际贸易在网上进行，

这也是俄中贸易的未来。并建议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主展的同时增加线上展览及洽谈，这样可以吸引

更多的俄罗斯人来中国参会。

联合国难民署采购官员尹泽晋表示，通过中国联合

国采购促进会的大力协助，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的供应

商开发及采购活动进展顺利，她希望在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与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保持更加密切的合

作关系。

本次会议进一步推进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招商工作，确保招商工作平稳推进。



第 24 页

2020年6月25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栩男与俄罗斯联邦

教科文组织远东委员会副主席Aleksadr Latkin先生、俄罗斯《调解杂

志》媒体总编Svetlana Shurenkova女士举行ZOOM线上会议，讨论合作备

忘录签署相关事项，未来将共同创建《欧亚国际争端解决》期刊，该期刊

将在日内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总部（贸易法委员会）和曼谷的亚太经社会

总部，以及在马尼拉、北京、上海、莫斯科、首尔、东京、澳门、乌兰巴

托的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办事处、新加坡的亚太经合组织总部、上海条约

总部和金砖五国的办事处获得认证，并将利用其基于区块链的人工智能提

供在线纠纷解决服务。来自俄罗斯外交部Andrey Brovarets主任先生、俄

罗斯Vladivostok大学Tatiana Terentieva女士、俄罗斯海事大学Denis

Burov先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基金会俄罗斯总统计划和特别项目基

金主任Viktor Fersht先生等相关代表共同参加线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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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8日，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全球采购与数字贸易创新融合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国家会议中心

顺利召开。此次论坛迎来了来自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商务部、境外政

要、驻华使馆、联合国机构、国内外500强企业代表等超200位嘉宾参与。

论坛以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出席论坛活动的中方领导有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颖津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少刚先

生，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副区长暴剑先生，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丁剑

华先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颖津先生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

会长张少刚先生为论坛致辞，由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

翼先生主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颖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张少刚

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暴剑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副主任 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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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八个政府部门高级官员通过线上的方式开启论坛并致辞，如：俄罗斯联

邦特别委员会主席瓦列里•奇奇科诺夫先生、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委员会副主席阿

纳托里•卡尔波夫先生、“克里姆林宫”总统计划基金董事会主席鲁波夫·库里科

娃女士、独联体国家议会理事会主席谢尔盖•哈尔科夫先生、俄罗斯国家健康项目

主任德米特里·埃德列夫先生等。他们给与此次高峰论坛活动很高的肯定，认为服

贸会和此次论坛是在疫情初步胜利阶段，中国为推动全球贸易经济贸易复苏迈出的

重要一步，并期待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俄罗斯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可以展开

中俄合作的新篇章。论坛还邀请到了来自联合国（纽约）秘书处采购司三井清弘

（Kiyohiro Mitsui）副司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代表白雅婷

（Beate Trankmann）女士等联合国机构重要代表的致辞，他们充分肯定了中国联

合国采购促进会持续不断推动中国企业进入联合国采购体系所作出的努力，也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积极参与联合国采购为联合国的全球运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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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北京市以数字化赋能

经济发展为引领，出台了全市“五新”政策，围绕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

开放、新服务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形成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朝阳区作为首都经济大区，正在全力打造以龙头企业及功能性项目为

引擎的融合创新产业生态。本次论坛上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暴剑先生为与会嘉宾们介绍了《朝阳区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实施方

案》。让与会嘉宾们充分了解了，朝阳区不断完善数字产业生态链，推动数字经

济应用场景示范落地，率先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格局的决心和实施方案。

经过前期充分洽谈对接和筛选，本次高峰论坛上共形成了八个签约项目。

首先是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俄罗斯贸易代表团（WTO中心等）、华泰国际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北京跨港通世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国际采购意向协议，

总体涉及金额超过150亿美元，贸易内容涵盖：食品、农业、渔业、林业服务、

医疗器材、工程和研究服务、采矿、石油和天然气服务等；其次是中国联合国采

购促进会与大使之家（北京）品牌管理中心、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的四个战略协议；

最后是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

与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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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将发挥全国性涉外协会“第一方阵”的顶层设计优势，整合全球采购

资源，朝阳区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共同推进“数字贸易试验区”国家级试点建

设，争取国际性组织落户的支持政策。“先行先试”的方式推动数字贸易专业

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具体实施工作及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工作。将在未

来共同促进全球采购与数字贸易的创新融合，推动跨境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

本次论坛中，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先生为与

会嘉宾们介绍了国际公共采购交易“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方案，并联合相关合作

伙伴们共同发布并启动了公共采购交易“一站式”服务平台。论坛还邀请到了俄

罗斯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与大家分享全球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项目、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采购官员分享了联合国采购市场的机遇与挑

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国际合作交流工

作委员会，及部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如京东集团、海尔集团、广联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美国环球工业信息资源有限公司、乐享数科等高管也介绍了公共采

购与数字技术、分布式社区电商、产业物联网、数字供应链金融等的最新发展。

作为北京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重要论坛，以深入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部

署，积极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流与发展为目，通过与各国政府、各地机构、国

内外企业探讨全球公共采购数字化交易新趋势为契机，借助服贸会平台，与各国

合作伙伴签署战略性协议，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传统贸易向

数字贸易2.0版本的升级。助力国际采购“引进来”和中国服务“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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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4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携多家联合国PPE供应商及长期协

议供应商出席联合国难民署2020年度采购工作研讨会，代表企业有青岛海尔生

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京汇捷诚进

出口有限公司、东科（深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等。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受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

表西旺卡·达纳帕拉先生邀请为研讨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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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联合国

采购促进会达成共同愿景，将充分发挥

我会联通内外的优势，与联合国难民署

一道，拓展更多元交流渠道，建立更广

泛合作机制，搭建更有效国际采购平

台，推动中国企业更多地参与联合国采

购和贸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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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全球抗疫，让贸易无国界！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面临严峻困难。为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世界各国命运紧相连,人类同舟共济命运共同体”的号召,2020年12月11

日-12日，“2020北京国际卫生防疫暨生命健康产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静安庄）成功举办。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主办，并得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北京市商

务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和各省商务厅及行业协会的支持。俄罗斯、韩国、牙

买加、南苏丹、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尼泊尔等十余国驻华使馆代表出席了此

次展会。五十家大型医院和数百家优质医疗企业参展，展出超万种医疗物资，为

人类防疫和生命健康提供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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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驻华使馆代表出席博览会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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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曹荣桂致辞

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周可仁致辞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副馆长 昆巴. 蒙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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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副馆长 梅丽莎. 普赖斯女士

多哥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文化参赞 格雷奇.梅桑先生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10000平米，展会邀请到了百余家防疫防护

产品、防疫生产设备、消毒用品、消毒设备、消毒包装等行业的知

名展商。展会全方位呈现医疗健康产业、先进的设备、最新技术和

成果、智慧解决方案和国际合作业务。展会聚焦国家政策、区域协

同合作等系列热点话题，助推产业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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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卡尔帕.桑杰瓦先生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采购官 安泰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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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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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北

京华通国康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应急与创新医学高峰论坛暨生命健康产

业博览会”。邀请了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各省知名医

院院长、国内外知名专家等就公共卫生防疫、医院应急管理、医疗技术创

新等行业发展话题展开交流，同期向大众展示相关领域极具科技感的医疗

创新产品和卫生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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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先生

北京华通国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冉女士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组委会副主任，罗晓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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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肖怡女士

未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还将积极发挥全国性商协会

“第一方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持续组织国际专业性展会，搭

建全球防疫物资贸易的桥梁，助力人类共 筑生命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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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党支部成立暨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2020年10月28日下午2:00

二、会议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8号IFC大厦A座1903

三、会议主持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书记 王栩男

四、参会人员

党支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五、会议议程

（一）传达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委关于成立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党支部的通知，并进行等额选举。

（二）传达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重大事项请示报

告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

（三）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

（四）党支部书记简要小结。



2020年10月28日下午2点，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全体党

员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党支部成立暨工作会议。会议由王栩男同志主持。

王栩男同志传达了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委关于成立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的通知，全体党员进行等额选举，选

举王栩男同志为党支部书记，我会党支部会将选举结果报送中央和

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委。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 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接下来，王栩男同志传达了关于认真组织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和具体要求，结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体会，向支部党员同

志提出三点要求和期望：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第三卷对于推动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方

法，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有重要意义。第三卷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

的大事，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两个维

护”的高度，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同

时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改革、

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工作，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真正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在“持续学、深入学”上下功夫

第三卷记录了我们党从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

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以来到今年十九届中央

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期间的报告、讲话、指示批示共19个专题、92篇重

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

没有止境，学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员同志们要在中心党员理

论小组的带领下，持续深入开展学习，做到“思想上认同、政治上看

齐、行动上紧跟”，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支部党员同志们要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奋发向上的干事氛围，保障党支部各项

工作按照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战略规划的要求向前推进，建设让党中

央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第一方阵”。



三、在密切联系实际上、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

第三卷对我会党支部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党员要将学习过程

中的所思所想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做到学思贯通、知行合一，既要分

专题学，也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贯穿的主线，

将深刻领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贯穿到专题学习

中。党员同志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将第三卷与一卷、二卷内容、总

书记最新讲话精神和当前形势结合起来。

王栩男同志最后表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由无数共产党人代代传承。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依然是每名党员同志

的必修课。“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希望支部各位党员从节约

“一粒米、一张纸、一滴水”等小事做起，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发扬

艰苦奋斗精神，共同营造“节约光荣”的氛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将

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联合党支部

参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2020年1月14日上午，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中国服务贸易

协会联合党支部在北京康铭大厦一层报告厅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行

业协会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委书记杨文玖同志主持总结

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吴汉圣做重要讲话，中央第十一

巡回督导组副组长李五四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等四家商协会党组织负责人作为先进代

表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汇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纪检委员赵玉宗代表王栩男书记

参加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关于召开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纪念建党

99周年》主题党日线上活动的通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党建工作

部署,进一步强化党员与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研究决定,定于

2020年7月1日开展“纪念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线上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会议主题：庆祝建党99周年,继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会议形式参加人员:全体党员会议时间: 2020年7月1日,下午15点

会议软件: ZOOM议

ID: 2428519758



《纪念建党99周年》

主题党日线上活动成功举办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党建

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党员与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共中

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联合党支部于2020年7月1

日开展了“纪念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线上活动。活动首次采用线

上视频形式，由联合支部书记王栩男同志主持会议，全体党员参

加。



联合党支部书记王栩男同志代表全体党员致辞，并向党员传

达：过“政治生日”，是每一个党员的必修课；就是要树立远大理

想，作为协会的党员干部，将个人发展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之中；热爱伟大祖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听党话、跟党

走。

会议还回顾了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

精神。并强调今年要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员教育，强

化日常监督管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符合条件的协会负责人和



受新冠疫情影响，协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会员

企业的业务开展面临困难，对外经济交流与贸易合作发展遇到瓶颈，如

何打破疫情影响，化解危机与挑战，既是疫情下对党员的锻炼与考验，

也是每一名党员责无旁贷的职责与使命。会议期间，参会的部分党员就

协会的发展及服务行业、企业等实际问题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在联合支部书记王栩男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臂，

重温入党誓词。

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转折和大发展的时代,历经99年的风雨

征程,我们党正进入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协会的事业也处在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宏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让我们拿出协会党员

干部的青春朝气，满怀豪情再创辉煌!

会议最后强调，希望通过本次《纪念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

线上会议，使得每位党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发挥党员自身的模范先锋作用,为社

会组织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2020年11月1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进一步加强干部职工爱国主义教育，传承

和弘扬抗美援朝伟大精神，11月13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

组织秘书处全体干部员工观看电影《金刚川》。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影，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慷

慨激昂、浴血奋战的意气风发，感受到了无产阶级前辈们英勇奉献、

不畏牺牲的坚强意志。要大力弘扬和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在革命精神

的引领下，立足本职工作，提升能力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协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

组织秘书处干部员工观看电影《金刚川》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为了重温中国

人民志愿军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中

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与服务贸易协会联建活动于2020年12月29

日上午开展了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

题展览”活动。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书记王栩男，预备党员张亚楠，预

备党员韩佳宣，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仲泽宇，中国服务

贸易协会社交电商分会秘书长段炼，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陆春阳等一行党员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支部与中国服务贸

易协会联建活动

党员合影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党

支部书记王栩男（右三）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

仲泽宇（左三）



主题为“1950—2020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的主题展览

以时间为脉络，设置“正义担当 决策出兵”“运动歼敌 稳定战线”

“以打促谈 越战越强”“实现停战 胜利归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5个部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思想政治

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最可爱的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5个专题，展出文物1600余件（其

中一级文物81件，首次对外展出文物824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

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坷，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万众一心、攻坚克难，风雨无阻

向前进。



相关合作 The related cooperation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海市出口商品企业协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康乐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环球工业信息资源有限公司

北京博泰集团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

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财政部国库司

发改委法规司

国资委国际合作局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江西省商务厅

河南省商务厅

福建省商务厅

浙江省商务厅

河南省商务厅

江西省商务厅

吉林省商务厅

广西省商务厅

四川博览事务局

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等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汉阳投资发展集团

中安信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中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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