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赴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經貿訪問團」成果報告

壹、 活動紀要
為協助我商開拓新興市場，本會於本（107）年10月30日至11月9日籌
組「2018赴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經貿訪問團」，由本會歐陽
禹副理事長擔任團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莊碩漢副董事長擔
任訪問團榮譽團長，訪問期間除舉辦「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貿洽
會」及「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外，另針對「食品加工」、「食
品」、「金融」、「肥料」等相關產業安排企業參訪，以協助我商爭
取更多貿易及合作機會。
訪問團計有團員 22 人，團員包括本會黃博治副理事長、台灣肥料股
份有限公司康信鴻董事長及蔡欣延秘書、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玲副總經理、國倉機械廠有限公司陳雅智副總經理、七堡企業有
限公司徐秀好副總經理、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陳仲漁董事長、東元
電機土耳其公司孟慶頤總經理、朝味有限会社薛格芳顧問、弘大園藝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吳淑貞董事長及陳煜超總經理、中國輸出入銀行汪
玲玲副處長、老松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吉爾吉斯謝建一業務代表、台灣
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許峯美顧問、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褚泓毅科員、俄
羅斯代表處經濟組張煜霖組長及章凱婷秘書、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陳柏仰組長等人。
訪問團於 10 月 30 日啟程前往哈薩克阿拉木圖，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於阿拉木圖參訪除了參觀「第 13 屆中亞國際農業展暨第 21 屆中
亞國際食品工業展」，並出席 10 月 31 日「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
貿洽會」， 11 月 3-5 日在烏茲別克塔什干參訪，11 月 5-8 日在吉爾
吉斯比什凱克參訪，11 月 8 日經由哈薩克阿拉木圖搭機返國，11 月
9 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謹將各項活動情形分述如下：
貳、 哈薩克參訪活動
10 月 31 日（星期三）
一、 「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貿洽會」
(一) 台哈（薩克）企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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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貿洽會」於 10 月 31 日上午於哈薩克
Rixos Almaty Hotel 召開，由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與哈薩克阿拉
木 圖 企 業 家 商 會 （ National Chamber of Entrepreneu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TAMEKEN） 副會長 Mr. Kabishtayer
Nurlan 共同主持，外貿協會莊碩漢副董事長及哈薩克糖果及食
品加工產業協會會長 Mrs. Nauryzgaliyeva Aizhan 擔任致詞貴賓。
哈方代表約 20 人，我方代表 25 人，雙方共約 45 人出席。
(二) 貿洽會
會後安排雙方廠商交流時間，哈方企業依循興趣、需求與我方
團員交流，就合作項目及技術發展等交換意見，希望能藉此說
明會進一步促成兩國產業界合作之機會。
二、 食品通路參訪
由阿拉木圖台貿中心孫經權主任陪同並介紹各級食品通路，由低
價位至高單價分別為：
(一) Green Bazzar 傳統市集
Green Bazzar 已有百年歷史，是阿拉木圖最重要的市集之一，
亦為當地人日常採購的市集。從肉類，香料、水果到紡織品
和家具，應有盡有，Green Bazaar 建築為多層次結構，主要
賣場計有 800 個攤位，夏季市集則有 200 個攤位。
(二) Ramstore All-in 購物中心
Ramstore 為一家國際連鎖超市和購物中心，由土耳其商
Migros TicaretA.Ş 公司所有，在土耳其、馬其頓和哈薩克擁
有近 2,000 家超市和 30 家購物中心，是目前哈薩克最大的
連鎖超市。哈薩克的 Ramstore 經營模式包括：12 間 Ramstore
超市，4 間 Ramstore Express 超市，Ramstore 網路商店以及
Ramstore All-i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包括辦公室、精品店、
餐廳以及超市。
(三) Colibri 精品商場
Colibri 定位為精品商場，內有精品店、餐廳以及超市等。其
中超市商品主要進口國外高品質及高單價商品，我國知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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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忌品牌噶瑪蘭亦在其中。
三、 國經協會答謝宴
為答謝阿拉木圖台貿中心、哈薩克阿拉木圖企業家商會以及哈薩
克糖果及食品加工產業協會的籌備與協助，當日晚上由本會舉辦
答謝晚宴，歐陽副理事長於晚宴中致詞感謝上述單位對本次台哈
（薩克）企業論壇暨貿洽會的支持，並介紹明年在台舉辦的重要
展覽資訊，歡迎哈方組團來台參訪，以促進雙方產業的合作與交
流。
11 月 1 日（星期四）
一、 參觀「第 13 屆中亞國際農業展」（AgroWorld Kazakhstan
2018）以及「第 21 屆中亞國際食品工業展」（The 21st Central
Asian International Food Industry Exhibition）
中亞國際農業展為哈薩克農業部年度最重要的活動之一，該展覽
為五合一展覽，產業包括食品加工、食品包裝、冷凍冷藏供應鏈、
園藝等，由哈薩克 Iteca 公司及英國 ITE Group PLC 共同策劃，參
展廠商及規模逐年增加與擴大，本屆有來自共 31 個國家，計 370
家廠商參展。其中俄羅斯、波蘭、中國、美國、阿富汗、印度、韓
國、德國、吉爾吉斯和斯里蘭卡亦設立國家館。
本團團員產業包括食品機械、園藝、肥料等，藉由參觀展會，瞭
解中亞食品產業設備技術及原料現況，並發掘潛在客戶與商機。
二、 哈薩克當地最大批發市集 Barakholka Basar
Barakholka Basar 為哈薩克阿拉木圖最大的批發市場，位於郊區大
街上，販售各類用品，包含服飾、飾品、廚房設備、餐具、紡織品
及玩具，當地民眾及觀光客絡繹不絕。過往為露天市集，近年因
道路更新並新建室內銷售場地，批發商多已移入室內。
三、 駐俄羅斯經濟組晚宴
駐俄羅斯代表處經濟組，於哈薩克阿拉木圖台式料理餐廳設宴款
待全體團員，使團員在國外亦能品嘗到道地台灣料理，團員深受
感動，席間俄羅斯經濟組張組長煜霖向團員分享俄羅斯、中亞政
治及經貿現況，氣氛溫馨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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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星期五）
一、 拜會 EBRD 阿拉木圖駐地辦事處
由 EBRD 阿拉木圖駐地辦事處首席銀行家 Mr. Nazar Talibdjanov
接待。歐銀於 1992 年在哈薩克設立據點，歐銀在哈薩克主要業
務，可分為四大面向：
第一：促進私營企業增長，推動私有化計劃協助中小企業（SME）
成長，支持國有企業商業化改革，強化哈國經貿競爭力。
第二：跨大融資渠道，強化銀行業及資本市場發展，當地中小企
業遭受融資渠道不充分的困境，歐銀持續協助哈國金融部門健全
發展，緩解企業壓力。
第三：協助建立基礎設施，透過支持區域及跨境鐵路和公路計畫，
強化哈國偏遠地區經濟發展。
第四：綠色經濟轉型，能源轉型對哈國農業及工業的可持續性發
展至關重要，歐銀協助將各項投資計畫與綠色能源政策相結合，
促進哈國發展可再生能源及節能技術。
迄今歐銀已於哈國核准 246 項計畫，累計投資 747 萬歐元，領域
包括能源（47%）、基礎建設（38%）、工商農業（10%）、金融
（5%），其中私部門項目佔核准項目整體金額的 46%。
本團榮譽團長外貿協會莊副董事長表示台灣資通訊科技享譽全球，
智慧城市發展頗負盛名，可協助哈國基礎設施智慧化發展，如運
用智慧化監控系統，協助緩解阿拉木圖市尖峰時段交通堵塞問題，
另提到本團團員包括食品機械、花卉農亦、肥料、投資顧問、銀
行、機械馬達等業者，針對歐銀在哈薩克的基礎建設計畫，可提
供相關協助，期望與歐銀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共同協助哈國發展。
二、 食品工廠參訪 Almaty Product
由 Almaty Product 總經理 Mr. Baurzhan Umiryayev 接待。Almaty
Product 公司成立於 2002 年，是哈薩克最大的糖果餅乾生產商之
一，旗下產品豐富多元包含各類餅乾、焦糖、早餐麥片及糖果，
產品原料除來自當地外，亦自法國及俄國進口，機器設備則自波
蘭及中國進口，主要出口市場包括中亞鄰國、俄國及中國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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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表示台灣食品機械極具市場競爭力，除價格
合理外，亦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建議 U 總經理未來可考慮與台
灣食品機械商合作，進口相關食品機械設備，提高產能與品質。
參、 烏茲別克參訪活動
11 月 4 日（星期日）
參觀烏茲別克塔什干最大傳統市集 Chorsu Bazaar
Chorsu Bazaar 為當地傳統市集，販賣品項涵蓋生鮮肉品、蔬菜水果、家
庭日用品及當地傳統飾品。肉品方面，因烏茲別克人信奉伊斯蘭教，民
眾多食用牛、羊、馬肉和奶製品，爰傳統市集內，肉類及奶製品類食品
琳瑯滿目；蔬果方面，因烏國優越的自然氣候條件，當地盛產各式蔬菜
水果，另當地日照豐富，烏國人民習於將蔬果製作成果乾，故市集內各
類蔬菜水果及果乾隨處可見；傳統飾品方面，除當地特色商品外，該國
亦進口大量中國及土耳其服飾。
11 月 5 日（星期一）
一、 參觀市集 ECO Bazaar
ECO Bazaar 為烏國 Atlas 集團旗下連鎖市集，為當地傳統市集開
創不同的經營模式，環境整潔，提供消費者舒適的室內購物空間，
室內市集除了蔬果攤販外，亦販賣家電及民生用品，整體產品價
格僅略高於傳統市集，爰逐漸受到當地消費者青睞。
二、 參訪食品工廠 Imkon Plyus
由 Imkon Plyus 創辦人 Mr. Saydulla Abdullayev 接待。Imkon Plyus
是烏茲別克最大的冰淇淋工廠。該工廠使用當地天然蔬果、黃油
及鮮牛奶製作各式冰淇淋、果醬及糕點食品，產品價格優惠，深
受當地消費者歡迎。本團榮譽團長外貿協會莊副董事長則分別介
紹我團團員，並表示期望與當地業者擴大經貿交流，深化台烏雙
邊產業合作。
三、 XK "O'zbekoziqovqatxolding"控股公司
訪團於飯店中與烏國 O'zbekoziqovqatxolding 控股公司一行人會面，
該公司前身為烏茲別克食品公會，2016 年烏茲別克政府為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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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食品工業的管理而成立的控股公司。
其前身為烏國食品公會，目前由政府持有大部分股份，會員超過
190 家食品業者，該公司深入研究國內外食品市場，引進用於加工
蔬果、肉類和奶製品的現代化創新技術，並制定提高產品競爭力
的措施，協助食品產業升級。
肆、 吉爾吉斯參訪活動
11 月 6 日（星期二）
一、 拜會 EBRD 比什凱克駐地辦事處
由 EBRD 比什凱克駐地辦事處分析師 Ms. Bermet Karabekova 接
待。吉爾吉斯共和國 1992 年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歐銀在吉爾吉
斯主要業務，可分為三大面向：
第一：促進區域經貿一體化，吉爾吉斯屬於市場有限的內陸國家，
然該國地理位置良好，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具有能源出口潛力，
與鄰近國家強化區域經貿交流，將提升吉國整體經貿實力，在此
背景下，歐銀協助建設關鍵基礎設施，提供出口廠商融資和諮詢
服務，並支持跨境投資，促進區域經貿一體化。
第二：促進中小企業擴大規模並增強競爭力，歐銀透過投資、融
資及諮詢服務，協助當地中小企業提高營運效率及核心競爭力，
並透過政策對話改善整體商業環境。
第三：通過商業化和私營部門參與強化公用事業競爭力，為解決
投資、監管環境不足及財務經營績效不彰，歐銀透過建立商業化
模式，強化私營部門參與，改善公用事業部門營運績效。
迄今歐銀已於吉國核准 170 項計畫，累計投資 7.07 億歐元，領域
包括能源（4%）、基礎建設（52%）、工商農業（16%）、金融
（28%），其中私部門項目佔核准項目整體金額的 44%。
本團榮譽團長外貿協會莊副董事長表示本團團員包括食品機械、
花卉農藝、肥料、投資顧問、銀行、機械馬達等業者，針對歐銀
在吉爾吉斯的基礎建設計畫，可提供相關協助，期望能與歐銀建
立長期合作關係，共同協助吉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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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飲料食品公司 Shoro
由 Shoro 公關經理 Ms. Zhyldyz Almazbekova 接待。Shoro 公司成
立於 1992 年，是吉爾吉斯最大的飲料及礦泉水生產商之一，產品
除於吉國販售外，亦於 2005 年成功進入哈薩克市場並在當地設立
工廠。多年來 Shoro 公司持續參與 EBRD 支助計畫 - 國際 TAM
（the TurnAround Management），該計劃專家具有美國、加拿大等

北美國家食品業經營管理經驗，為 Shoro 公司提供生產、管理、
營銷、人力資源管理等諮詢服務，協助其成為一家現代化公司。
三、 參訪肉類加工廠 Toyboss
由 Toyboss 業務部經理 Mr. Kasimbaev Salemat 接待。Toyboss 成
立於 2012 年，是吉爾吉斯肉類產品製造商，公司的產品包括香腸
及肉排。因吉爾吉斯人信奉伊斯蘭教，Toyboss 肉類加工廠嚴格遵
守技術配方，在製造過程中使用“清真”成分，整個製造過程亦
符合“清真”原則，並由穆斯林管理局及吉爾吉斯共和國國家標
準化機構認證。
四、 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晚宴
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於吉爾吉斯比什凱克當地特色餐廳
Supara Ethno-Complex 設宴款待全體團員，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
協會理事 Mr. Kantemir Amitov 致詞表示，歡迎本訪問團來到吉國，
期望訪團於吉國參訪期間，能深入了解吉國產業及經貿發展現況，
並預祝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及貿洽會成功順利。本團榮譽團
長外貿協會莊副董事長回復表示，感謝該協會對本次台吉（爾吉
斯）企業論壇暨貿洽會的支持，並介紹明年在台舉辦的重要展覽
資訊，歡迎吉方組團來台參訪，以促進雙方產業合作與交流。
11 月 7 日（星期三）
一、 「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及貿洽會」
(一) 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
「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及貿洽會」於 11 月 7 日上午於吉爾
吉斯 Hyatt Regency Hotel 召開，由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與吉爾
吉 斯 青 年 企 業 家 協 會 （ JIA Business Association ） 理 事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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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emir Amitov 共同主持，外貿協會莊碩漢副董事長擔任致詞
貴賓。吉方代表 44 人，我方代表 20 人，雙方共約 64 人出席。
(二) 貿洽會
會後安排雙方廠商交流時間，吉方企業依循興趣、需求與我方
團員交流，就合作項目及技術發展等交換意見，希望能藉此說
明會進一步促成兩國產業界合作之機會。

二、 國經協會答謝宴
為答謝阿拉木圖台貿中心、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的籌備與協
助，當日晚上由本會舉辦答謝晚宴，歐陽副理事長於晚宴中致詞
感謝上述單位對本次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暨貿洽會的支持，
並介紹明年在台舉辦的重要展覽資訊，歡迎吉方組團來台參訪，
以促進雙方產業的合作與交流。
11 月 8 日（星期四）
一、 參觀食品通路 Bishkek park
Bishkek park 為吉爾吉斯最大商場，附設生鮮超市，商場內店家林
立，販賣各類家電及民生用品、流行服飾，整體環境清潔，為當
地民眾逛街購物之場所。
二、 參觀傳統市場 Orta-Sai
Orta-Sai 為小型戶外傳統市場，攤販林立，販賣當地生鮮肉品、蔬
菜水果及各地果乾，產品琳瑯滿目，價格便宜，為當地民眾平日
購物之場所。
伍、 檢討與建議
一、 全球及台灣食品機械概況
食品產業是國家重要的民生產業，反映國家發展程度和人民生活
品質，在工業化國家，消費者對加工食品的需求正在強勁增長，
而發展中國家，收入增加帶動能夠負擔加工食品的家庭數量同步
增長，消費者逐漸改善飲食習慣，食品加工機械需求因而穩定增
長，根據美國市調公司Freedonia Group報告指出，預計至2019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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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食品加工機械產業將成長7.6％，達到730億美元的銷售金額。為
了滿足對加工食品的需求，發展中國家逐步從手工食品加工升級
至機械食品加工，以增加產量並開發新產品，遂導致相關食品加
工設備需求大幅增長，預計至2019年僅中國大陸就占所有食品加
工機械設備需求近40％。近年來，跨國公司至發展中國家設立工
廠，持續改善奶製品、肉類、家禽及海鮮產品的質量，並鼓勵標
準化及可持續性生產，進一步帶動食品機械需求增長。此外過去
十年，健康、有機食品在歐洲地區廣受歡迎，針對現代人飲食習
慣，更換老舊食品加工設備並投資新型態設備，成為該地區食品
機械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
台灣食品工廠逾六千家，其中中小企業占九成，2017年台灣食品
工業年產值達6,022億元，占製造業整體產值近5％。產品主要供應
國內市場需求，出口金額達985億元，占產值比率約16％，品項包
括冷凍食品、飲料、調味品，主要出口至日本、中國大陸、美國、
泰國、香港及越南等市場。進口金額為2,532億元，占國內食品市
場規模約33％，品項包括冷凍食品、酒、乳製品，產品主要來自
美國、紐西蘭、澳洲、英國、日本、法國及中國大陸。台灣食品機
械品質與歐、美、日並駕齊驅，價格實惠，未來食品產業發展重
點方向包括強化現有市場競爭力並拓展新興外銷市場，進行國際
佈局。此外自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以來，智慧製造已成為世界各
國發展趨勢，為因應全球智慧製造發展潮流，台灣政府積極推動
「智慧製造產業發展方案」，擇定包含食品業等五大產業優先推
動，我國廠商宜抓準時機配合政府相關政策，開拓食品智慧機械
商機。
二、 中亞食品機械概況
中亞位於歐亞大陸各文明聯繫交匯點，過去一直扮演重要的經貿
交流樞紐，2001 年中國與俄羅斯結合中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相關國家在經貿
一體化與經濟走廊計畫共同合作，此外由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同
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亦於 2014 年正式成立，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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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帶動中亞國家經貿發展，使中亞市場再度成為投資者注目的焦
點。
哈薩克擁有 8,000 多家食品企業及工廠，大多數為中小企業，小
麥是哈國主要作物，當地人偏愛食用麵食，市場上針對麵粉及麵
食製品需求大，然因其基礎工業薄弱，每年都要進口大量的食品
加工設備與包裝機械，2016 年進口規模超過 1.2 億美元，食品機
械市場仍極具發展潛力。烏茲別克近年經濟表現佳，工業及農業
產值每年穩定增長 5％，吸引大量外國投資，至今已有超過 80 個
國家 3,000 多家企業在烏國設立公司，然工業技術落後，大量食
品、機械設備需仰賴進口，相關食品業外資公司即從事蔬果產品、
肉類、牛奶及烘培食品加工生產。吉爾吉斯以農業及畜牧業為經
濟支柱，主要作物包括小麥、甜菜及蔬果等，工業及技術發展水
準嚴重不足，基礎食品加工技術缺乏，現階段吉國農產品多銷往
俄羅斯及土耳其，並於當地加工後再外銷。
中亞五國物產豐饒，擁有近 6,000 萬人口，食品消費量大，包括肉
類製品、乳產品、蔬果及烘焙產品，但各國工業基礎薄弱，缺乏
食品相關加工設備，機械設備多仰賴進口，台灣食品機械發達、
食品加工技術優良，可將中亞視為淺力發展區域，至當地投資設
廠，開發台灣食品機械新藍海。
三、 中亞清真食品市場
穆斯林族群在飲食上須遵守信仰規範，食用符合清真（Halal）認
證食品，根據「2017/18年全球伊斯蘭經濟報告」
（State of the Global
Islamic Economy Report 2017/18）指出，2016年全球清真產業產值
約有2兆美元，到2020年預計成長至3兆美元。我國經濟部國貿局
自2017年起即委託外貿協會設立台灣清真推廣中心，於國內外協
助推廣台灣清真產業，目前全台已有約700家廠商取得清真認證，
在東南亞國家亦可購買來自台灣的清真食品。中亞國家穆斯林人
口近4,000萬人，清真食品市場極具發展潛力，哈薩克在中亞五國
經濟表現相對突出，具有成為中亞地區清真中心潛力，2006年成
立的清真認證機構「哈薩克清真產業協會」（Kazakhstan Halal
Industry Association （AHIK），目前已核發600多家企業清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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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國為發展清真產業，積極吸引外國人才與設備，對各類清真
食品需求亦高，我國政府積極發展新南向政策，推廣清真認證，
力圖爭取龐大穆斯林商機，我國政府及廠商可根據與南向國家合
作經驗，推動與中亞國家清真食品認證機制，進一步拓展中亞穆
斯林市場商機。
四、 強化雙邊金融聯繫
哈薩克、烏茲別克及吉爾吉斯三國各有三十幾家銀行（含外商銀
行），但與台灣金融產業幾無相關交流，彼此缺乏聯繫，中亞國
家因信用評等不高及貨幣貶值大，導致利率高及匯率變動大，市
場上缺乏資金，反之台灣信評高，貸款利率低，資金充裕，我銀
行業者或其他金融機構若能強化與EBRD或當地金融業者聯繫與
合作，將進一步協助雙邊建立經貿及投資關係。
而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屬於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會員國，若藉由雙邊合作，進一步改善兩國的貿易金融(Trade
Finance)與貿易便捷化(Trade Facilitation Program)，改善效果亦可
擴散至俄羅斯、亞美尼亞與白俄羅斯等國。
五、 組團招商聚焦產業並配合當地展覽，俾利雙方產業交流，深化相
關產業合作
本次訪團籌組以食品機械產業為主，參訪活動安排聚焦食品相關
產業及通路，包括糖果餅乾、飲料、肉類工廠、新興食品通路、
傳統市場，產業一致性使團員充分了解當地市場概況及發展趨勢
，亦使雙方了解彼此產業優勢，深化雙方相關產業交流。除參訪
行程外，本次訪問團團員亦藉由參觀「第21屆中亞國際食品工業
展 （The 21st Central Asian International Food Industry Exhibition）
」及「第13屆中亞國際農業展（The13th Central Asia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Exhibition）」，瞭解中亞地區農產品原物料及食品產
業發展現況，並發掘潛在客戶與商機。
六、 邀請中亞地區重要商工會會長訪台，並建立合作關係
本次訪團赴中亞訪問，並分別與哈薩克阿拉木圖企業家商會、吉
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共同辦理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台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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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企業論壇，並於論壇後辦理貿洽會，鑒於本會2005年曾與阿
拉木圖商會(後由阿拉木圖企業家商會於2013年改組並取代)，且
於中亞地區國家尚無其他對等單位，又中亞地區為發展中之新興
市場，無論是基礎建設、金融發展、民生工業以及加工技術等皆
具有合作商機與發展潛力，爰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亦特別向上開
商會提出洽簽合作備忘錄之建議，以進一步促成雙邊合作與交流
，並歡迎渠等籌組訪團來台參加專業展覽。為加強與中亞地區商
工會合作關係，本會擬先提供MOU草案致哈薩克阿拉木圖企業家
商會與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以了解對方簽署合作備忘錄之
意向，並請駐俄經濟組協助未來邀請上述商會之重要人士訪台並
辦理研討會，進一步加強雙邊合作關係。
陸、 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根據團員意見調查表、雙邊業界交流之初步結果：
一、 國倉機械廠有限公司
哈薩克食品業大廠拉哈特PAXAT尋求與國倉機械合作，引進高品
質台灣製麵機械。
二、 中國輸出入銀行
(一) 哈薩克
本次拜訪及參加企業論壇之哈薩克企業對台灣的食品機械相當
感興趣，輸銀可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險協助廠商達成交易。
(二) 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國營銀行Aiyl Bank對轉融資業務深感興趣，期望在此
領域與中國輸出入銀行合作，輸銀已請該行融資部門與Aiyl
Bank聯繫。
三、 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一) 哈薩克
龍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尋求與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在牛羊
屠宰廠（興建中，預計2019年7月完工運作）及廢水處理、自來
水供應、EBRD Kazakhstan office支援的綠能與節能等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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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項目如小麥加工製品，寵物飼料，園藝產品等之策略合
作。
(二) 烏茲別克
擬 尋 求 EBRD Uzbekistan office 支 援 的 公 共 工 程 項 目 ， 推 動
TFP(Trade facilitation Program)與台灣的貿易與投資互動等策略
合作。
(三) 吉爾吉斯
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有意與老松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就吉爾吉
斯蜂蜜及香料等農產加工、石墨礦開採投資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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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赴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經貿訪問團」照片集錦
哈薩克
10 月 31 日

「台哈（薩克）企業論壇及貿洽會」
由左至右：本會黃博治副理事長、台肥公司康信鴻董事長、本會歐陽禹副理
事長、貿協莊碩漢副董事長、哈薩克食品公會理事長Mrs.Nauryzgaliva Aizhan、
阿拉木圖企業家協會副處長 Mr. Kabishtayev Nurlan、駐俄經濟組張煜霖組長

訪團參訪傳統市集 Green Baz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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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晚宴：本會副理事長歐陽禹（右）、哈薩克阿拉木圖企業家商會
處長 Mr. Bagdat Telebay（左）

11 月 1 日

訪團參觀第 21 屆中亞國際食品工業展暨第 13 屆中亞國際農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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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訪團拜會 EBRD 阿拉木圖駐地辦事處

訪團參訪食品工廠 Almaty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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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
11 月 4 日

訪團參觀烏茲別克塔什干最大傳統市集 Chorsu Bazaar
11 月 5 日

訪團參訪食品工廠 Imkon Plyus：本會副理事長歐陽禹（左）、Imkon Plyus
創辦人 Mr. Saydulla Abdullayev（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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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
11 月 6 日

訪團拜會 EBRD 比什凱克駐地辦事處

訪團參訪飲料食品公司 Sh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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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
由左至右：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執行長 Mr. Farhad Pakyrov、本會歐陽
禹副理事長、吉爾吉斯青年企業家協會理事 Mr. Kantemir Amitov

「台吉（爾吉斯）企業論壇」
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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