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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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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团组织，秘

书处设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雍和大厦。

目前，促进会党建主管单位是中

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业务指导

单位为商务部；促进会变更、备案、

年检等由民政部直接管理、外事活动

由北京市外事办公室监督管理，促进

会资产定性为国有资产，由财政部、

民政部共同监管。2017年底，在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协会商会党建

部的指导下，促进会与商务部世贸司

开展“联学联建”活动。



促进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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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自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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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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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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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很多国内企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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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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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家，全球排名第二。

促进会正在与商务部世贸司、国际司，外交部国际司等有关政府部

门研讨起草有关《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公共采购的行业指引》及“一站

式”门户服务网站建设。我会将作为对接国际组织的“前置”机构主导

国际组织的公共采购信息发布及辅助采购交易的实现。

目前，促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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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采购概述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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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主要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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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规模

约为每年近180亿美元，并且每年都有近10%的递增，其背后辐

射的更是各成员国政府间上千亿的政府采购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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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援：人道主义和紧急救援的采购

发展援助：发展援助项目的采购

方向

“从发展中国家来，到发展中国家去”。联合国采购采购的份

额已经逐年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倾斜。近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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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联合国采购的货物

和服务各占总采购额的比例也有所改变，联合国每年采购的货

物占总采购的比例呈逐年递减的趋势，采购的服务呈逐年递增

的趋势，2012年联合国采购的服务占总采购额的比例高达56%。



联合国系统主要采购类别

Major Items Procured by the UN System

服务类

Services

货物类

Goods



货物 货物货 物

联合国系统2009年-2017年采购总量（单位：百万美元）
Total UN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UN System)20119-2017

2017年联合国采购排名前20名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

Top20 countries in UN procurement rankings — 2017

供应国 货物 服务 总计 占比

印度 741.7 165.2 906.9 4.9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35.7 161.1 796.8 4.30%

肯尼亚 169.8 333.1 502.9 2.70%

土耳其 337.2 124 461.2 2.50%

也门 78.2 355.5 433.7 2.30%

伊拉克 81.1 302.2 383.3 2.10%

约旦 83.1 274.6 357.7 1.90%

黎巴嫩 92.2 233 325.2 1.70%

俄罗斯联邦 53.9 232.8 286.7 1.50%

埃塞俄比亚 191.4 87.6 279 1.50%

阿根廷 87.6 175.5 263.1 1.40%

苏丹 175.9 81.8 257.7 1.40%

南非 101.6 126 227.6 1.20%

中国 154.8 65.2 220 1.20%

尼日利亚 124.5 85 209.5 1.10%

南苏丹 53.6 150.5 204.1 1.10%

韩国 176.7 25 201.7 1.10%

乌干达 64.5 129.1 193.6 1.00%

巴拿马 150.6 40.5 191.1 1.00%

巴西 5 185.5 190.5 1.00%



2017年联合国系统在中国采购概况
UN system procurement profiles in China in 2017

注册供应商共计6143家

全球排名第二位

采购价值：2.20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3.75%

占联合国总采购比重：1.18%

2017年联合国系统内第23大供应国

33个联合国组织在中国采购了货物及服务

采购货物与服务的分配额
The apportion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cured

单位：百万美元

货物

服务



药品、避孕产品、疫苗

医疗设备

音乐器材工艺品

设备

其他

发电机

环境服务

管理及行政服务

运输、仓储、邮件服务

编辑、设计、平面服务

楼宇及维修服务

其他

按类别采购分配比例
Proportion of procurement b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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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汇信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国智科技创新孵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安粮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宗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金瑞融科科技有限公司

皆亨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擘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汇捷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冠博盛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弘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柏威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大万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华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福昶（大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斯特加特会展有限公司

山东宏达科技集团

陕西华安进出口有限公司

日照港船机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宁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勤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策马翻译有限公司

山东金格瑞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玉毅工贸有限公司

瑞宝紫光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埃威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中轻三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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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企业国际认可度

开拓企业国际市场

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国际公共采购机构资源的协调

联合国资源共享平台

获取最新全球发展报告

全球重大经济论坛

“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投资

及经济技术合作

国际商业活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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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会员资源互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号雍和大厦 C座

电话：010-64097557
E-mail：contact@capunp.org.cn
网址: www.capunp.org、www.capunp.org.cn

2018 年度联合国全球采购

中国供应商数据分析报告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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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8 年中国在联合国采购中的份额

2018年年度统计数据的联合国组织采购总额达到188亿美元 - 与2017年相

比增加了0.9％，即1.62亿美元。货物增加了2.59亿美元（或2.9％），而服务减

少了9600万美元 （或1.0％）。 2018年报告了39个组织，而2017年为40个，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了2017年的2.72亿美元采购，无法报告2018

年的采购数据。仅考虑报告的39个组织在2017年和2018年，采购总量增加了

2.4％，即4.34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 2018年供应商年度报告。 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供应商为 6134

家，中标供应商为 1077家，其中中标金额超过 100万美元以上的供应商仅 42

家。 联合国从中国的采购总金额为 2.15亿美元， 占比 1.14%，相比 2017年

的 1.18%略有下降。 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 24位。（见图 1）与排在第一位的美

国（16.4亿美元）相差近 8倍，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10.4亿美元）也

相差近 5倍，印度的主要优势品类是药品，计生用具和疫苗（中标金额达 7.6亿

美元），而在这个品类上中国仅 2000多万美元，相差 30多倍。 通过直观的观

察，我们不难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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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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8 年中国供应商在联合国采购中主要供货产品

中国供应商在2018年联合国采购中依然以货物类为主，占比68%， 服务类

占比32%。 （见图2）

然而，在联合国全球采购市场中，服务贸易已经超过货物，占比超过50%。

我们发现服务类在今年的采购中有很好的成绩， 其中环保局中了2450万美

元的环境服务大标，从而位列所有中标品类的榜首。另外，管理和行政服务，货

运服务，旅行食宿服务等品类也有不错的表现。期待以此为契机，今后在服务类

标单上中国供应商能有更优异的表现。

货物类标单依旧是中国供应商的主要阵地，医疗产品(包括制药，计生用品，

疫苗类和医疗器械类)更是中国进入联合国市场的代表性产品。

代表性的企业有：

匹克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机电设备，医疗产品等（综合性贸易型企业）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含铁叶酸的抗贫血产品，阿莫西林等；

桂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抗疟疾青蒿琥酯等；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安全套等；

海尔医疗和实验室产品有限公司--疫苗冰箱等；

天津永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防虫蚊帐等

12



仔细研究上述企业，我们发现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生产，研发实力，多年国

际出口经验的积累，更是在企业国际合规方面领先于国内同类型企业，率先通过

CE, ISO 13485, WHO-PQ/PQS等国际认证成为他们打开了国际公共采购市场

大门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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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8 年联合国采购中国企业中标金额分析

联合国共有 39个采购机构在 2018年度上报了采购数据，其中涉及到中国市

场采购的机构有 35个。 在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采购的前十大联合国机

构以及他们在 2018年的采购金额，我们将对每个机构的采购偏好做进一步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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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8年 UNICEF在中国依然以医疗产品为主，医疗器材和药品，计生用品，

疫苗类占据了 44%的主要份额。代表性企业是匹克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医疗和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天津永阔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

UNPD (联合国采购司）

2018年 UNPD在中国的采购以清洁工具为主，占 48%。 发电以及配电设备

有 28%的份额。代表性中标企业是匹克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18年 UNINO 在中国的采购以服务类为主，其中环境服务占 84%。 行政管理服

务占 11%的份额，货物类中标占比很少。代表性中标企业是环境保护局。

UNOPS(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2018年 UNOPS在中国的采购类别相对比较分散和多元化，主要代表性中标企业

有西安赛维科教仪器有限公司，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天津永阔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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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8年 UNDP在中国的采购也比较多元化， 建筑维护，运输仓储等都占据

了不少的份额。代表性企业有宜兴市沪花文具有限公司，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列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UNFPA(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8年 UNFPA在中国的采购依然以医疗用品为主，制药，计生用品和疫苗

以及医疗器械共占约 89%的份额，代表性中标企业有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

司，广州双一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武义安博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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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CR (联合国难民署）

2018年UNHCR在中国的采购以服务类为主，其中行政管理服务占据了 69%

的份额，货物类占比很少,代表性中标企业有 DTV 亚洲有限公司，北京 HJC进

出口有限公司等。

FAO （联合国粮农署）

2018年 FAO在中国的采购以农业和捕鱼设备为主，同时对配电设备也有少量的采

购。代表性中标企业有上海腾元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瑞奇渔网有限公司，BIAB 国

际有限公司（瑞典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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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世界卫生组织）

2018年WHO在中国的采购以医疗产品为主，另有少量的办公用品的采购。代表性

中标企业有桂林南药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年WFP在中国的采购以运动和娱乐设备为主，同时服务类和搬运机械类采购

也有一定的采购份额。代表性中标企业有上海洋帆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越禾进出口有

限公司等。



第四部分 2018 年联合国采购中国供应商分析

在联合国 2018 年的采购中，中国共有 1077 家供应商中标，其中获得订单在

3万美元以上的供应商有 215 家，获得 100 万美元以上订单的供应商仅有 42 家。

下面是中国位列前十的联合国供应商，希望从中一窥联合国采购的偏好和规律，

以便可以进一步的帮助企业找到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参与联合国的采购的方式

和路径。

● 匹克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投资总额 3000 万美元，是从

事国际贸易、高科技产业投资及其资产经营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匹克国际为中国

国际商会常务理事单位，天津外经贸企业对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单位，宁波商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公司成立以来，不断完善发展战略，优化资产结构，构建了以

国际贸易、高科技产业、资产经营管理“三足鼎立”的业务框架。国际贸易主要

经营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进出口、投标和代理业务，累计出口上万种机电产品

和成套设备到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伙

20



伴，同时重点发展以联合国等政府和国际组织采购为重点的出口业务，目前已经

发展为众多国际组织最大的货物供应商之一。

● 海尔医疗和实验室产品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青岛海尔集团。一直专注于成为

医疗低温设备，感染控制设备，科学和实验室设备的全球制造商，并提供生物科

学领域的优质产品服务。该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保

护体系，ISO13485：2003 质量体系等认证。其产品获得了来自国家食品和药品

监督管理局（SFDA）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许可证”。

- 公司成功主持低温冰箱国家标准“GB / T20154-2006”和血库冰箱“GB / T

21278-2007”，药房冰箱行业标准“YY / T0086-2007”和生物样品库标准 所有

这些标准都已颁布实施。

- 2009 年 7 月，海尔医疗成功中标了 UNOPS（联合国印度项目服务中心）的 1000

个台血液运输箱项目。

- 2009 年 11 月，海尔疫苗冰箱成功获得 WHO / PQS 认证，并加入 WHO（世界卫

生组织）采购目录。

- 2010 年 5 月，海尔医疗成功中标了 UNOPS（联合国项目印度采购局）的 20,930

台疫苗冰箱。

- 2011 年 1 月 31 日，海尔医疗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了冰冻冰箱长期购买协

议，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长期供应商。

●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由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是一个集商贸、物流为一体的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化肥进出

口经营，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运代理，农产品贸易，化肥国内

贸易；煤炭零售经营；石油焦的销售。并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在云南

省商务型企业中率先实现了“三标合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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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化学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性

医药企业，公司生产的产品有片剂、胶囊剂、注射剂、原料药等四大种类 200

多个品种，是目前广西领先的医药出口企业。桂林南药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

金、MMV 等世界性组织的直接供应商；并且从原料药、片剂到注射剂均符合国际

GMP 标准，片剂、注射剂均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供应商资格的药品生产企业。公司

研发生产的抗疟药物—青蒿琥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号一类新药证书，青蒿

琥酯及其系列产品是国际抗疟领域的力荐产品，被称为“疟疾克星”。 2017 年

11 月 5 日，自注射用青蒿琥酯获得 WHO 药品预认证七周年之际，其向全球累计

供货突破 1 亿支，帮助超过 2000 万重症疟疾患者重获健康。目前公司已有多个

药品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世界卫生组织的 PQ 认证，生产的产品销往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5 年到 2017 年连续三年荣登“年度中国医药外贸榜单—西

药制剂出口前三甲”。

● 天津永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农药和长效杀虫蚊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用于全球由虫媒传播的热带病控

制项目。公司旗下自主研发的 YORKOOL 牌长效杀虫蚊帐, 于 2010 年获得世界

卫生组织农药评价计划( WHOPES)的认证,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世界粮农组织(FAO)农药标准联席会议(JMPS)国际标准批准的农药产品

并且被列入联合国采购产品目录。依托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公司目前已经成为

国内蚊帐业的龙头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长效杀虫蚁帐供应商之一,生产工艺和

技术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全球市场份额占有量达到了 10%以上,成为世界

卫生组织与全球基金在中国指定的唯合作供应商。公司常年合作的国际机构组织

还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红十字会等。公

司产品覆盖中国南部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和大洋洲疟疾传播铰严重的主要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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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关于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宗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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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自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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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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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通过举办系列讲

座和说明会，以及对口辅导和业务培训等方式，使很多国内企业了解了联合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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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还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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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家，全球排名第二。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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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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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国际公共采购的蓝海，为落实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对商务工作尤其是多双边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促进会正在积极参与有关政府部门关于 WTO 项下《政府采购协定》（简称

“GPA”）加入谈判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相关工作，协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出去”，

充分促进会员企业及供应商利用联合国的全球网络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公共采购

市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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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The 12th China (He nan)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The 17th west China international expo

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跨国采购大会
The 17th China (Shang hai)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purchasing

conference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赴韩国首尔参加全球公共采购论坛
CAPUNP to Seoul, South Kore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public procurement BBS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对话会
Dialogue on the WTO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2018年4月16日下午，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带领下，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总部（纽约）采购司、联合国

项目事务署中国办公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一行首

先莅临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展示厅参观考察。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郑红英陪同并详细介绍了开封片区的建

设情况。在自贸区展厅，联合国采购团队观看了《以古闻名，以新

出彩》宣传片，详细了解了开封片区“一心四谷两港”产业布局以

及“多证合一”、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建设等

走在全省前列的制度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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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7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投洽会邀请德国作为主宾国，以“开放创新，合作共

赢”为主题，紧紧抓住“一带一路”、“空中丝绸之路”、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

重大机遇，举行高峰论坛、专题推介、产业对接、项目洽谈、展览展示等活

动。

来自联合国、欧洲议会官员，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驻华机构官

员，泰国、立陶宛、安哥拉、玻利维亚等国政府官员，北京、上海、山东等

22个省区市代表团成员，以及西门子、希捷科技等129家世界500强、跨国公

司高管，阿里巴巴、华为等117家国内500强企业、央企高管，专家学者等

14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后，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河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陈润儿，商务部原副部长、世界贸易组织副总

干事易小准，河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同志等共同出席了开幕式。参观展会期间，国家和省主

要领导到展位观看，并提出希望和鼓励。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副会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华代表处、联合国总部（纽约）采购司、联合国项目事务

署中国项目办公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采

购官员等共同参加了开幕式。

4月17日下午，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栩男

邀请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GM项目负责人尼尔斯·豪格·拉

姆先生，共同讨论联合国全球市场（UNGM）网站中文版上

线及中国供应商数据库维护、联合国采购商品及服务编码

UNSPSC系统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来自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驻华代表西旺卡·达纳帕

拉先生、联合国总部（纽约）采购司采购官周立女

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

葛云燕女士、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采购官白洁

女士、联合国难民署资深采购官陈计明先生、联合国

项目事务署UNGM项目负责人尼尔斯·豪格·拉姆先

生、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栩男先生分别发

表演讲，介绍联合国采购规则及采购流程。



4月18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投资促进局与共同举办了联合国

采购贸易对接说明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采购与服务促

进处处长（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原副会长）袁伦翔、中国联合

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栩男、河南省副省长霍金花出席对接

会，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主持。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The 17th west China international expo

2018年9月20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

博会）于在四川成都开幕，超6万境外嘉宾及客商参加了此届西博

会，来自90多个国家（地区）派代表团、6000余家企业参展参

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西博会发来贺信，信中指出：“西博会”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为中国西部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9月20日上午，由联合国采

购司、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主办的

“联合国采购推介暨对接洽谈

会”在时代锦江酒店世代厅举

行，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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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处（纽约）采

购司采购官王金介绍了采购司的

采购流程，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全

球市场副主任苏珊·伦托夫女士

介绍了联合国采购全球市场统一

官网（UNGM）的最新进展及2017

年中国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的统

计数据。目前，在UNGM网站上注

册的中国供应商数量达到6772

家，其中完成全部注册的达到

5729家。获得联合国1级和2级中

国供应商数量为253家。2017

年，联合国全球采购达到186.23

亿美金，直接从中国采购金额仅

为2.2亿美金。



9月20日下午，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四川博览事务局共同举办的

“2018中国（四川）公共采购合作圆桌论坛”正式开幕，联合国秘书处

（纽约）采购司高级采购官布鲁诺·马布扎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

代表处运营协调官员肖怡女士参加论坛，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特别邀请

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主任白明基局长、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采购

管理局高级副主任鄭吉溶先生、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规划与协调总干

事刑動熙女士、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采购局助理主任趙廣顺先生、大

汉民国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林宪亿先生、韩国G-PASS企业出口振兴协会

本部长金贤周女士等参加本次国际公共采购论坛。圆桌会议由中国联合国

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主持。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管

委会常务副局长王荣海一行也参加了圆桌会议。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专家

与学术委员会主任吕汉阳博士首

先发言，他对中国加入《政府采

购协议》（GPA）谈判进程进行

了回顾，并对中国面临的主要问

题进行剖析。

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主

任白明基局长随后介绍了韩国政

府采购的成功实践及运行国家综

合电子采购系统（KONEPS）的重

要经验。



会议由四川省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委副书记张敬陆主持，联合国秘书处

（纽约）采购司高级采购官布鲁诺·马布扎先生、大韩民国调达（采购）厅采购

局助理主任趙廣顺先生、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栩男、中央财经大

学法学院教授曹富国分别在大会。

9月21日上午，由四

川省政府主办、四川省博

览事务局、中国联合国采

购促进会承办的第十一届

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

暨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公

共采购论坛在锦江宾馆卢

浮花园隆重开幕。

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王栩男与大韩

民国调达（采购）厅

主任白明基局长、韩

国G-PASS企业出口振

兴协会本部长金贤周

女士共同签署了三方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9月21日下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主办，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活动会展部斯特加特（成都）

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公共采购交流会” 暨

“中国跨国采购博览会（拟）”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在成都泰合索

菲特饭店顺利举行。

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公使、加纳共和国大使馆公使等应邀出

席。交流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运营协调官员肖怡对

中国企业如何参与联合国采购投标及采购规则、注意事项等作了详

细介绍；大韩民国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员林宪亿演讲并希望能能够

通过国际公共采购促进中韩企业交流、相互学习。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专家与学术委员会主任吕汉阳博士介绍了中国政府公共采购

现状，以及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应用《政府采购规则》（GPA）规则做

大做强。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栩男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

联合国采购与政府公共采购的现状，并希望帮助到更多中小企业

“走出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华代表处

运行协调官员

肖 怡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

一等书记官（采购官）

林宪亿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专家与学术委员会主任

吕汉阳（博士）



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跨国采购大会
The 17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purchasing

conference

由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跨国采购

大会于2018年9月26—28日在上海跨国采

购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面积2万平方

米，共524个展位。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

会邀请七家联合国机构采购官员参加了本

次大会，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逆向采购盛

会，经过十六年的积累探索，上海跨采大

会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领域沟

通交流、合作共赢的国际平台.

本届上海跨采大会助力外贸

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大会

共邀请到来自超过27个国家和地

区的411家采购商参展，境外采

购商比例占60%，其中有200多家

采购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大会共收集到5000多条

真实有效的采购清单，为企业争

取到了更多的商机，推进"一带

一路"贸易畅通。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驻华代表处

高级采购官李静，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驻华办事处行政助理王雅萍，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UNICEF）合约

专员丁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

代表处行政助理于梦鸽，世界卫生组织

（WHO）驻华代表处采购官秦峰，世界粮食

计划署（WFP）采购官助理韩旭见面交流。

9月26日上午，上海市商委副主

任申卫华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

书长王栩男的引荐下，与联合国难民

署（UNHCR）驻华代表处代表西旺

卡·达纳帕拉、难民署高级采购官

Goran Stojanovski、难民署对外关

系联络员李三古。中国联合国采购促

进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刘峰一同参加。



9月26日下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国别主任葛云燕在分论坛发表主旨演

讲，受到企业广泛关注，部分企业在会后积极对接相关采购需求。

9月27日，联合国机构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组织下，

参加联合国采购说明会。联合国难民署高级采购官 Goran

Stojanovsk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设备采购处处长谢

天佑、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高级采购官李静、世界卫生组

织驻华代表处采购官秦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处行政

助理王雅萍、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采购助理韩旭分别发表主旨演

讲，帮助与会企业了解联合国采购规则及流程。说明会后，企业

代表与联合国机构采购官员积极对接，有效互动。



 Electrical Equipment/电器产品

 Computers /计算机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通信设备

 Cooling and Heating Equipment/冷热空调

 Laboratory Equipment/实验室设备

 Motor Vehicles/汽车

 Agricultural Equipment/农业设备

 HIV / AIDS Drugs/艾滋病药物

 Medical Supplies and Equipment/医药设备

 Office Equipment/办公设备

 Power Generators/发电机

 Water Supply Systems/供水系统

 Shelter Items/安居设备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Materials/工程设备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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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 服务

服装布料 商业行政服务

床垫/垫 现金服务

太阳能灯和组件 民政服务

燃料 维护/施工服务

车辆 货物/客运服务

塑料制品（板材和

卷材）

金融服务

帐篷和配件 广告/信息服务

厨具 安保/安全服务

杂项医疗用品 计算机服务

毛毯和被子 差旅服务



1 EDUCATION SUPPLIES(教育文化用品）

2 MOSQUITO BEDNETs（蚊帐）

3 PHARMACUTICALS (药品）

4 MEDICAL EQUIP./RENEWABLES (医疗器械/用品）

5 SHELTER/FIELD EQUIP. (彩钢板、帐篷）

6 WAREHOUSING(仓储服务）

7 COLD CHAIN EQUIPMENT (冷链设备）

8 PVC PIPES AND FITTINGS (PVC管材及配件)

9 IT & OFFICE SUPPLIES (IT 及办公设备）

10 MEDIA SERVICES (媒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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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



• Heavy equipment components 重型设备组件

• Completion tools and equipment 完井工具与设备

• Hydrotreating machinery 加氢处理机械

• Power generators 发电机

• Weight measuring instruments 重量测量仪器

•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accessories

建筑工程机械及配件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环境影响评价

•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 Environmental safety services 环境安全服务

• Administrative acts ratification or implementation

services

行政行为批准或执行服务

• Strategic planning consultation services 战略规划咨询服务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疫苗

• 药品（抗疟疾、抗结核）

• 一次性注射器

• 药浸蚊帐

• 安全套

• 实验室设备

• 医疗设备

• 办公设备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IT 设备: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投影仪、打印机、扫描仪、打印耗材、

U盘、品牌 HP、Dell、IBM

软件通信: 太阳能设备、高频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无线设备

安保设备: 监控摄像、证件打印设备、烟感、灭火器、办公安保系统

防暴膜

电子设备: 照相机、手机、电视、音响设备、空调、发电机、UPS

减灾物资: 紧急相应包、露营设施、急救包、手电、厨房器具、

蚊帐、帐篷

家 具: 各种用于办公和临时住所的家具

礼 品：T恤、马甲、帽子、旗帜、宣传册

包装材料: 纸箱、胶带、编织袋、保险带

仓储设施: 塑料托盘、简易板房、叉车、缝包机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赴韩国首尔参加全球公共采购论坛
CAPUNP to Seoul, South Kore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public procurement BBS

2018年12月3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

服务贸易与跨境采购专委会主任刘峰、副主任张钦一行抵达韩国首都首

尔，参加于12月4日—6日由大韩民国采购厅、韩国G-PASS企业出口振兴协

会等举办的“2018全球公共采购论坛暨公共采购会场对接会”。

12月4日上午，大韩民国采购厅厅长（副部长级）Mr.Park Chun Sup先

生致辞。随后，国际红十字会（ICRC）亚太区采购总监Ms.Matie Otaegui

女士、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丹麦）采购官员Mr.Roberto Mena先生及来

自巴西、厄瓜多尔等国的政府采购官员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12月4日下午，按照大韩民国采购厅的有关安排，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与大韩民国采购厅全球采购市场技术支持副总监Ms.Kim

Hyekyeong女士，及韩国政府采购KONEPS系统（韩国政府采购“单一窗

口”，大韩民国采购厅主导开发的“一站式”政府采购系统，已服务

于越南、蒙古、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公共采购服务平台）

的技术开发公司主要人员等共同讨论交流KONEPS系统的成功经验及实

践案例。



12月5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了全球

公共采购对接会，并代表中国本土的公共采购商与

韩国G-PASS协会的推荐会员企业进行对接和指导，

希望在我会的专业辅导下，期望更多的韩国企业可

以进入中国公共采购市场。同时，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还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政府采购机构官员

代表交流了政府采购的相关发展。



12月6日上午，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参加了由韩国G-PASS企业出口振兴协会主

办的会员企业与国际采购商的签约仪式，

作为本次唯一参加的中国国家级行业协会

压轴出场。在大韩民国采购厅副厅长的见

证下，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韩国G-

PASS企业出口振兴协会签署了合作意向

书，双方将积极推进两国之间的公共采购

业务交流，并将未来的进展通报及成功经

验呈报双方的商务及有关主管部门，为双

方各自协会下属的会员企业创造公共采购

市场的“蓝海”。2018全球公共采购论坛

暨公共采购市场对接会（韩国首尔）圆满

结束。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对话会
Dialogue on the WTO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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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7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王栩男应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前海管理局邀请，参加

主题为“对接国际公共采购规则，推动《政府采购协定》改革试

点”，在前海万科企业公馆特区馆二层多功能厅举办的世贸组织

《政府采购协定》（GPA）对话会。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库司、发改委法规司、世贸组

织秘书处、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司、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深圳

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

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有关部委、科研机构共同参加研讨会，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作为唯一的行业协会代表参加对话会。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原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先生本次未

能参会，他是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于2006年发起设立的主要决

策人，也对我会的发展一直关注和关怀，他通过WTO秘书处表示

支持我会参与有关《政府采购协定》的相关工作及试点活动。

对话会开始，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王绍双、深圳市委常

委、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分别致辞。随后，世贸

组 织秘 书处 参 赞、 政 府采 购与 竞 争政 策 组组 长 Robert

Anderson、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首席采购专家贝艾艾（Etel

Bereslawski）也分别进行致辞。



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司

政 府 采 购 组 法 务 官

Anna Mueller

政府采购与竞争政策组

组长 罗伯特 安德森



世贸组织知识产

权司政府采购组

法务官 陈建宁

世界银行中国和

蒙古局首席采购

专家 贝艾艾



2018年4月14日

中国（广州）五金制造出口交易会

2018年4月20日

第二期珠海商务大讲堂

2018年5月16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第十六届中国

（河南·漯河）食品博览会

2018年10月29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中国南南合作网第

23届年会（江西·南昌）



2018年11月5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11月7日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山东胶州项目考察

2018年12月12日

参加第五届服务外包创新发展大会（中国·郑州）



中国（广州）五金制造出口交易会
China (Guangzhou) hardware manufacturing export fair

2018年4月14

日上午，中国联合

国采购促进会秘书

长王栩男出席了在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琵洲馆举办的2018

中国（广州）五金

制造出口交易会暨

武义制造精品展，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

进会作为首届五金

制造出口交易会的

主办单位。

浙江金华市、武义

县政府相关部门、中国

互联网协会、参展商、

采购商代表、社会各界

代表、相关媒体记者等

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浙江武义县县长章旭升、王栩男秘书长、中

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原国家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分别致

辞，相关领导共同触摸启动球启动开幕。开幕式结束后，王

栩男秘书长在章旭升县长的邀请下与其他领导巡馆。



第二期珠海商务大讲堂
The second Zhuhai business lecture hall

2018年4月20日下午，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珠海市商务

局共同主办、珠海市进出口商会承办的第二期珠海商务大讲堂-

“如何与联合国做生意”培训暨对接活动成功举办。

培训活动由珠海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伟致辞开始，珠海市商务局机电

产业科艾国科长主持。来自联合国总部（纽约）采购司官员周立女士、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驻华代表处行政官李静女士、世界卫生组织

（WHO）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唐轶（博士）先生先后介绍该机构采购情况

并作采购规则讲解；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栩男介绍如何注册

成为联合国采购供应商及促进会为企业提供的而各类型服务。



来自包括珠海格力电器的共200多家企业与联合国各机构代

表和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进行一对一洽谈，针对企业提出的各

类问题，代表们耐心解答，培训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培训活动前，王栩男秘书长还在珠海进出口商会的陪同下，

考察了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配套设施。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紧

邻澳门、港珠澳大桥、横琴自贸区、广东长隆旅游度假区，区位

及地理优势突出，具备承办大型全球性大型展会的优势。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第十六届中国

（河南·漯河）食品博览会
The 16th China (henan luohe) food expo

2018年5月16日下午，在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带领下，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的采购官员一行

出席并参加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开幕式。

当天下午，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联合国食品采购说明

会会开始，中共漯河市委常委、漯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高喜东致欢

迎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采购协调官员肖怡女士、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采购官丁炎女士、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秘书长王

栩男，分别介绍了联合国采购流程、采购清单及如何注册成为联合国供

应商等事项。参会企业超过150家，企业反响热烈，并希望通过联合国

采购促进会搭建的服务平台更多的参与联合国采购市场，提升中国企业

的影响力。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中国南南合作网第23届年会

（江西·南昌）
The 23rd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etwork

世界银行与中国农业的战略合作一世界银行农业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中非发展基金市场发展及咨询服务部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处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上海）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Shanghai, China)

2018年11月5日—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这体现了

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举办了“引领创新合作，共筑儿童未来”主

题论坛，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副秘书长刘峰应

出席。参会代表就儿童议题展开对话，探讨如何

通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

应对儿童所面临的挑战，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引领创新合作 共筑儿童未来



论坛开始，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翼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表致辞。“我们积极评价中国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自1979年来的合作，赞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和全世界儿

童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辛勤付出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愿继续与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组织，以及私

营部门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不仅需要引进新产品，还需要新思维以及长

期的解决方案。”



其中，疫苗的采购量更是达到了

13.17亿美元。据中国联合国采购促

进会统计显示，中国供应商仅参与到

了药品、医疗用品以及帐篷等基础物

资采购中，疫苗采购并未涉及，这也

为我国企业提出了新的发展契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霍尔（Shanelle Hall）女士出席了

本次论坛，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采购项目概况。2017年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总采购额超过34亿美元，在采购领域中份额较大的项目包

括：疫苗、营养、药品、医疗用品等。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副秘书长刘峰代表中国联合

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供应司副司长苏薇·拉提奥（Suvi Rautio）女

士针对市场现状深入交流，副秘书长刘峰向苏薇·拉提

奥女士介绍了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工作进展，得到

了苏薇·拉提奥女士的肯定，并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在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帮助下，深入了解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采购需求与流程，并积极参与其中，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非常愿意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的老朋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

运处长马杰先生，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在与副秘书长刘峰

交谈的过程中，对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多次给予的支持

与帮助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未来开展多方面的双向合作报

以很大期许。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山东胶州项目考察
CAPUNP and UNICEF project investigation in Jiao zhou, Shan dong province



2018年11月，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

男，副秘书长刘峰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设备采购处处长谢天佑共赴山

东胶州，针对未来合作项目进行考察调研。实地参过了胶州机场建设

规划，山东胶州市长毕维准亲自接待。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参加第五届中国郑州服务外包

创新发展大会
CAPUNP participated in the 5th China Zhengzhou service outsourc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2018年12月13日，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应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邀请，参加“第五届中国郑州服务外包创新发展大会”。本次大会由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厅、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



大会以“新使命、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为主题，围绕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构建新型服务外包产业，引领经济新发展，

为园区、企业创造交流平台。共有来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开发区

和行业协会、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专家共300余人与会。

开幕式由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作章主持，中国国

际投资促进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

延明、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晓英、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

府常务副区长杨洁分别致辞。



马秀红会长在致辞中指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服务外包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创新增长的新引擎、开放

型经济的新亮点、贸易结构优化的新标志、绿色共享发展的新动

能、数字及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平台、高学历人才集聚

的新产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大力

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符合中国国家战略需要，对加速制造业等实体

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优化贸易结构、妥善应对贸易摩擦，扩大大学生就业，集聚高学历

复合型人才，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实现科技强国至关重要。





开幕式后由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曦主持，中

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服务外包专家曲玲年、SAP全球高级副总裁、

SAP研究院院长李瑞成，中软国际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姜军，九次

方大数据信息集团大数据应用发展高级顾问张启泽，郑州市服务

外包协会会长、河南外包产业园董事长韩坤等机构和公司代表进

行主旨发言。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栩男参加本次大

会并作题为《联合国采购与服务贸易国际化的新机遇》的演讲，副

秘书长刘峰、秘书长助理张亚楠也参加了本次大会。

在本次郑州之行中，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就中国服务贸易母

基金发起青岛服务贸易子基金及联合国采购相关基金等事宜与中国

国际投资促进会及相关主管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并就下一阶段操作

细节开展了深度的讨论。











2018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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