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OEAED）

从9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以经济为导向的中日韩地方合作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OEAED）”是由中日韩11座沿海城市组成的以经济交

流为中心的平台。该机构旨在通过加强成员城市间合作、经济往来和相互联络等，

促进经济活动和城际交流的活跃发展，并在环黄海地区形成新的广域经济圈，为东

亚经济圈的发展做贡献。OEAED的五项重点课题如下：① 创设“东亚自贸区”，② 

打造环黄海环保示范地区，③ 构建新型商务创新体系，④ 推进环黄海旅游品牌战

略，⑤ 形成技术交流与人才培训平台。

OEAED是目前为止中日韩地区交流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平台之一，其起源可

以追溯到1991年。当年，为在环黄海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圈，“东亚城市会议”和“东亚

经济人会议”正式成立。最初，参会城市仅有北九州市、下关市（日本）及其友好

/姐妹城市大连市、青岛市（中国）以及仁川广域市、釜山广域市（韩国）6个城

市，之后天津市、烟台市（中国）、蔚山广域市（韩国）、福冈市（日本）4个城

市加入。2004年，为形成以经济交流为中心的平台，上述10个城市成立了东亚经济

交流推进机构。随着2014年熊本市（日本）的加入，形成目前11个城市的机制。 

▶ 
2018年仁川总会

供图
北九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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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AED组织结构

OEAED组织结构包括总会、执行委员会、分会、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及秘书处。

 总会

是由成员城市的政府和经济组织（商工会议所、国际商会）代表组成的

OEAED决策机构，由成员城市轮流举办。 

 执行委员会

总会歇会年度举行的工作人员会议，辅佐总会，并协商各种议题。 

 分会

协商工作事项，开展共同项目的机构，设有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分会、环境分会、

旅游分会和物流分会四个分会。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

为使机构的活动和运营有机地发挥作用，从专业角度和客观立场提供建议和评

价的机构。由来自中日韩的各一位专家组成。 

 秘书处

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由北九州市与下关市政府和商工会议所共同在北九州市设立。 

◀
来源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主页

11个城市市长

11个城市
工商会议所会长
·国际商会会长

总会

第三方评价
委员会

事务局

执行委员会

国际商务分会 环境分会 旅游分会 物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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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举办情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议题

第一届 2004年11月 日本/北九州市 - 设立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

第二届 2006年11月 中国/天津市

- 四个分会做活动成果报告
-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做中期评价报告
- 各城市市长和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发表提案
- 通过《东亚经济合作天津宣言》

第三届 2008年11月 韩国/蔚山广域市

- 四个分会做活动成果报告
- 提议并通过共同合作项目
- 各城市市长和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发表提案
-   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对机构活动和共同项目

进行评价

第四届 2010年11月 中国/青岛市

- 四个分会做活动成果报告
- 对共同项目“环黄海行动”做报告
- 各城市市长和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做提案报告
- 发表“环黄海行动”备忘录
- 通过《青岛宣言》

第五届 2015年11月 中国/烟台市

- 各城市政府代表、工商业联合会和国际商
会的代表发言

- 四个分会做活动报告
- 选任第三方评价委员会
- 通过《烟台宣言》

第六届 2018年11月 韩国/仁川广域市
- 各城市政府代表发言
- 四个分会做活动成果报告
- 通过《仁川宣言》

第七届
2022年

（预计）
日本/下关市

环境分会举办情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同期举办活动和共同项目

第一届 2004年8月 日本北九州市 环境产业专题研讨会

第二届 2006年6月 中国大连市 中国国际环保博览会

第三届 2007年6月 韩国蔚山广域市 环境研讨会

第四届 2008年10月 日本下关市 环境研讨会

第五届 2009年8月 韩国仁川广域市
环境研讨会、仁川世界城市庆典、海岸清扫
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六届 2010年10月 日本北九州市
2010环保科技展、九州·韩国·中国环保商务
洽谈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七届 2012年6月 中国青岛市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易博览会、海岸清
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八届 2013年8月 中国烟台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九届 2014年5月 韩国蔚山广域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OE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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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 2015年10月 日本北九州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十一届 2016年7月 中国大连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十二届 2017年5月 韩国釜山广域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十三届 2018年10月 日本北九州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海岸清扫活动及熄灯活动

第十四届 2019年11月 中国青岛市
技术交流研讨会、商务洽谈会、海岸清扫活
动及熄灯活动

第十五届
2022年
(预计)

韩国仁川市

旅游分会举办情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同期举办活动和共同项目

第一届 2005年9月 韩国釜山广域市 釜山国际旅游展、旅游商务交流会

第二届 2006年10月 中国烟台市
旅游商务交流会、亚欧会议旅游合作发展论
坛暨展览会

第三届 2007年11月 日本下关市
国际旅游推进研讨会、旅游商务交流会、10
城市海报展

第四届 2008年10月 韩国釜山广域市
世界旅游投资高端会议、亚太城市旅游振兴
机构会议、旅游商务交流会

第五届 2009年8月 中国青岛市
旅游商务交流会、“2009环黄海年”启动活
动、青岛国家啤酒节

第六届 2010年9月 日本福冈市
产业观光研讨会、“2010环黄海年”2010中国
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海）

第七届 2011年10月 韩国仁川广域市 商务交流会

第八届 2013年10月 日本下关市
十城市旅游展板·海报展、第二十六届韩国
国际观光展（首尔）

第九届 2014年9月 中国天津市 2014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第十届 2015年9月 韩国蔚山广域市
2015泰国国际旅游博览会（曼谷，2月25日
~3月1日）、日本东京旅游博览会（9月24
日~27日）

第十一届 2016年11月 日本下关市 2016胡志明市国际旅游博览会，旅游推介会

第十二届 2018年11月 中国大连市 2020年日本大阪旅游博览会（10月24~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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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分会举办情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同期举办活动和共同项目

第一届 2005年7月 韩国仁川广域市 港口宣传展

第二届 2006年7月 中国青岛市 物流商务交流会、专家论坛

第三届 2007年11月 日本下关市 物流商务交流会、纪念讲座

第四届 2008年10月 韩国釜山广域市 物流企业宣传交流会、专题研讨会

第五届 2009年8月 韩国仁川广域市
专题研讨会、物流商务交流会、仁川世
界城市庆典

第六届 2010年11月 中国天津市

国际商务分会举办情况

届数 时间 地点 同期举办活动和共同项目

第一届 2014年7月 韩国釜山广域市

第二届 2015年7月 中国青岛市

第三届 2016年11月 日本北九州市 西日本国际福祉机器展

第四届 2017年10月 韩国蔚山广域市

第五届 2018年11月 中国烟台市 参观烟台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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