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罗马尼亚  
2019 年 4 月 16 日，北京 

双边合作意向表——投资与贸易 

罗马尼亚官方代表团-意向 
 

机构名称 

 

所在县市 

代表团成员 寻求中国合作伙伴投资于罗马尼亚项目 寻求贸易双边合作  

 

出口-进口 

有意会面或参观生产的中国企业 

 

产品展示 

罗马尼亚市政厅协会-雅西

县分会-雅西县 

https://www.acoriasi.ro/ 
 

Baltati 市政厅 

http://www.primariabalt
ati.ro/ 
 
 
 

Astefanei Vasile 先生，副会

长兼 

Baltati 市政厅市长  

业绩：  

价值250万欧元的地方开发项

目——集中供排水系统，配

备了自动平地机，并设立了

日间管理中心——已完工；

柏油马路=3 个项目-10 公里—

—已完工；柏油马路-200 万

欧元——进行中。 

文化家园修复=6 亿欧元——

进行中；学校修缮=5 亿欧元  

——我们想要在市政厅拥有的42公顷土地上建造一

个光伏园区，以降低电能成本，为照明、水泵等提

供电能。预计该项目价值 400 万欧元。 

——我们寻找私人或公共合作伙伴来开发一个湖

泊。这个湖泊占地27公顷，归市政厅所有。游客可

以在此钓鱼、消遣和休息。预计该项目价值 250 万

欧元。 

——建设一条技术生产线，将当地的苹果和樱桃等

水果加工成果汁、洗发水和沐浴露。此外，我们寻

求与私营企业合作开设洗车中心和光伏中心等，价

值 60 万欧元。 

 
 

与雅西果木栽培研发中心合作，涵盖遗

传、技术、果汁及制种等领域 

出口：水果、蔬菜、谷物。水果包含两

类：苹果和樱桃。樱桃出口量约为 100

吨，苹果出口量为 1000 吨。 

进口：我们对机械和农业设备、电力设备

(光伏等)、非农业设备与服务感兴趣。每

台设备（例如洗车设备）约 5 万欧元；总

共需要 5 台设备(每个村庄一台)。 

-机械和农业设备、电力设备(光伏

等)、非农业设备与服务  

 

-果汁、果酒和水果样品 

 
 
 

Miroslava 市政厅-雅西县 

http://www.primariamir
oslava.ro/ 
 
 

Nita Dan 先生 

Miroslava 市政厅市长  

Miroslava 是雅西城市圈最发

达的地方，历史可追溯至 16

世纪。 

业绩：  

Miroslava 首个工业园区，占

地 464400 平方英尺。园区内

的重要公司有：德尔福柴油

系统、麦德龙、微软、亚马

逊、施乐和其他国际投资商  

Miroslava 的第二个工业园区现面向开发生产企业

招商。该园区设施独特，租金低廉，至康斯坦察港

口的交通便利，毗邻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投资商可

享受以下好处：中高级技术人才；雅西是罗马尼亚

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城，拥有学生 6 万多

名，可以提供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源；为投资者提供

税收激励；地方投资税优惠；提供完善的无线本地

环路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通信网络；市政厅支持；雅

西国际机场距离工业园 20 分钟的车程，去往其他

目的地也非常便利。 

 

 -工业园区的投资企业 

-工业园区 

  

https://www.acoriasi.ro/
http://www.primariabaltati.ro/
http://www.primariabaltati.ro/
http://www.primariamiroslava.ro/
http://www.primariamiroslava.ro/


 寻求合作伙伴投资于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建设与专

用设备的采购，此前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目前整

个区域需求高企。 

Alexandria 市政厅-特列

奥尔曼县 

 
http://www.alexandria.r
o/ 
 

Stefan Tabacitu 先生 

市执行长 

 
 
 
 

特列奥尔曼县的一个极其重要且有待开发的领域是

农业生产，包括向日葵、油菜籽、玉米等。另一领

域是食用油的加工、提炼和工业化生产。我们拥有

一级原材料采集设施，向日葵与油菜籽产量超过 5

万吨，我们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来投资并开发食用油

工厂。市政厅在工业园区拥有 18 公顷可用土地，

在外围地区拥有 108 公顷可用土地。 

Alexandria 的最大投资领域是工业园区（18 公顷）

的布局与扩建，可为投资者提供公用事业-设施-税

收优惠和超值租金。 

建设两座地上停车场——96 个停车位。 

我们寻找电力生产行业的合作伙伴，来利用生物质

生产可再生能源。 

 

出口 

在农业旅游方面，该地区的潜在发展领域

是多瑙河的渔业和狩猎基金主办的有组织

的狩猎旅游项目——狩猎野猪、兔子和野

鸡等。 

 

特列奥尔曼县的整个南部，也就是

Alexandria 所在的 Muntenia 地区，以其

巨大的农业潜力而闻名，当地蔬菜种类众

多，包括：西红柿、土豆、洋葱、茄子和

辣椒等。 当地的可持续农业践行着尊重最

终消费者要求的原则，为消费者提供最优

质的国内产品，同时保证在生产过程中不

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专门产品。 

 

投资并开发食用油工厂的企业 

狩猎旅游合作 

有意投资于地上停车场——96 个停

车位的企业 

 
 

地方行动团体协会——
GAL Valea Somesului 
 
http://www.galvaleasom
esului.ro/ 
 
 

Vad 市政厅——克鲁日县 

 
https://www.primariava
d.ro/ 
 

David Prunean 先生： 

GAL 克鲁日主席 

 

Vad 市政厅市长 

 
 

工业园区面向开发生产企业招商，享受特殊设施和

低廉租金，并且能在匈牙利边界快速通关。 

 

市政厅拥有 19 公顷土地。投资商可享受以下好

处：拥有中高级技能的劳动力-钢筋混泥土和木材、

建筑板材；克卢日是罗马尼亚著名大学城之一，拥

有 10 万多名学生，可以提供极具价值的人力资

源；为投资者提供税收激励；地方投资税优惠；提

供完善的无线本地环路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通信网

络；市政厅支持；克鲁日国际机场与其他目的地间

的交通便利。 

 

寻求合作伙伴，投资于旅游、旅店和酒店建设，该

地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繁忙的地区，具有独特的景

观、传统美食和生物资源。 

 

寻求合作伙伴，建设农产品（玉米和浆果等）采集

和加工中心；  

 

光伏园区 

 -工业园区的投资企业 

-工业园区 

- 光伏园区 

 

http://www.alexandria.ro/
http://www.alexandria.ro/
http://www.galvaleasomesului.ro/
http://www.galvaleasomesului.ro/
https://www.primariavad.ro/
https://www.primariavad.ro/


罗德纳市政厅-比斯特里察

-讷瑟乌德县 

 
http://comunarodna.ro/ 
 

Grapini Valentin Iosif 先生  

罗德纳市政厅市长 

 

业绩：  

-当地开发项目，具有重要价

值 

-具备旅游和建筑资格双学历

的高中，同时招收留学生 

-屠宰场和牛奶工厂项目正在

实施中 

-矿物质水处理，预防各种呼

吸道疾病，胃病等 

-发现了 1100 年前的古迹 

-投资 1500 万欧元的生物质

发电项目已经完工，能为所

有居民和投资商提供自有的

独立能源。 

 
 

罗德纳是一个官方旅游城镇，可容纳 100 人住宿。

目前我们正寻找： 

合作伙伴，来继续投资可提供全方位服务与津贴的

旅游度假村-市政府计划开发利用其拥有的土地、独

具历史特色的景观、传统美食和生物资源。 

水上乐园与娱乐项目合作伙伴  

 

优势： 

罗德纳山脉国家公园 

 
https://ro.wikipedia.org/wiki/Parcul_Na%C8%9
Bional_Mun%C8%9Bii_Rodnei#Descriere 
 
 

寻求投资资金，帮助我们开发旅游项目 

 

 希望投资旅游、旅店、提供全方位服

务和津贴的度假村、水上乐园与娱乐

项目的企业 

 

Miroslava 工业园公司-雅

西县 

http://miroslavaindustri
al.ro/ 
 
 

Codina Dorel 先生                  

总经理 

第二个工业园区现面向开发生产企业招商。该园区

设施独特，租金低廉，至康斯坦察港口交通便利，

毗邻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投资商可享受以下好处：

大量中高等技术人才；雅西是罗马尼亚历史最悠

久、最负盛名的大学城，拥有学生 6 万多名，可以

提供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源；为投资者提供税收激

励；地方投资税优惠；提供完善的无线本地环路基

础设施和现代化通信网络；市政厅支持；雅西国际

机场距离工业园 20 分钟的车程，去往其他目的地

也非常便利。 

 -工业园区的投资企业 

-工业园区 

 

ItalProd 公司-布泽乌县 

https://www.italprod.eu/ 
http://www.cherriesking
.ro/ 
 
 

Adriana Fusu 女士                 

外销经理  

简介： 

意大利企业家 Michele 

Santorelli 在此地拥有多家公

司。他是樱桃加工世家的第

三代传人，拥有丰富经验，

管理着“从果园到美味鸡尾

酒”的整个生产链。我们每

年大约加工 6000 吨新鲜樱

 出口：樱桃和樱桃蜜饯，用于制作蛋糕、

冰激凌和鸡尾酒等。 

-加工企业包括： 

水果蜜饯生产商 

烘焙与糕点企业 

水果罐头企业 

巧克力企业  

零售与分销商  

包装商 

酸奶和冰激凌工厂 

酒店、餐厅和餐饮 

 

http://comunarodna.ro/
https://ro.wikipedia.org/wiki/Parcul_Național_Munții_Rodnei#Descriere
https://ro.wikipedia.org/wiki/Parcul_Național_Munții_Rodnei#Descriere
http://miroslavaindustrial.ro/
http://miroslavaindustrial.ro/
https://www.italprod.eu/
http://www.cherriesking.ro/
http://www.cherriesking.ro/


桃。其中 1000 吨用来酿酒，

供应给著名的巧克力糖果品

牌“MON CHERI”，其余樱

桃则储存在塑料桶中。 

这些塑料桶都是我们自己生

产的。  

 

-水果进口企业     

 

-我们的产品样品    

Montana Iugan 公司-比

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 

 
 
 

Iugan Octavian 先生-公司所

有人                           

简介： 

木材行业，涉及森林开采到

家具制作的整个环节    

包括：木材开采、加工、锯

木、木块、工程木地板、屋

顶构件、木屋- 

800 名员工 

销售市场-阿拉伯国家，德国

和奥地利 

 

 进口机器设备，用于薄木加工技术生产线 

 

分享经验，并挖掘其他可能的合作机会 

薄木加工技术生产线机器设备制造

商；薄木加工技术与出口中国市场方

面的合作；探索木材加工产品的商

机，例如：各种规格的木材、民用和

工业用屋顶构件、木屋、家具和木工

行业薄板，以及包装业可折叠框架等 

Avangarde 集团-布加勒

斯特市 

https://carteaprimariilor
.ro/ 
http://www.avangardegr
oup.ro/home.html 
 
https://www.google.ro/s
earch?q=romanian+inv
estment+zoom&hl=ro&
authuser=0&source=ln
ms&tbm=vid&sa=X&ve
d=0ahUKEwjwubvu-
t3gAhUNjqQKHYYjB2s
Q_AUIECgD&biw=1517
&bih=640 
 
 

Radu Blajan 先生-合伙人  

 
 
 
 

Adriana Radu 女士-总经理- 

罗马尼亚投资项目   经济任务

组织者 

 

 出口葡萄酒  

推广并出口罗马尼亚少数地区的不同生产

商供应的窖藏葡萄酒和蜂蜜 

-有意进口罗马尼亚葡萄酒和蜂蜜的

公司 

 
 

 

https://carteaprimariilor.ro/
https://carteaprimariilor.ro/
http://www.avangardegroup.ro/home.html
http://www.avangardegroup.ro/home.html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https://www.google.ro/search?q=romanian+investment+zoom&hl=ro&authuser=0&source=lnms&tbm=vid&sa=X&ved=0ahUKEwjwubvu-t3gAhUNjqQKHYYjB2sQ_AUIECgD&biw=1517&bih=640


 
 
 
 

 

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