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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
巴西中巴商会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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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中巴商会总会创设在巴西巴拉那州的州府库里提巴市，由邱成炎
先生于1992年经中央政府合法注册号码 CNPJ:00.243.657/0001-80 
登记在案。作为联系中巴政经企业交流的桥梁，几十年来，为两国的
公共和私营机构创造了无数的成绩，建立合作辉煌硕果。

鉴于全球化的到来和日益增加的经济之间的集体共同需求，中巴商会
已为巴西和中国之间关系持续发展提供卓越贡献，加强贸易和提升经
济效益。

期望能通过中巴国际贸易为重点而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巴商会将
协助各个企业寻求需要产品与配套之服务，以实现中国与巴西企业的
中期和长期目标。

CCBC
创会历史

邱成炎先生
巴西中巴商会总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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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促进巴西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投资合作, 与文化技术之交流。

    2. 经常收集和研究相关信息并准备资料报告，作为促进发展中巴两
        国各个领域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3. 随时协助收集对中巴两国之间相互增进的投资项目与资讯，
        以期 促进中巴两国的发展，提升经济成长。

    4. 尽力防止与解决可能阻碍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流障碍。

    5. 对有兴趣投资中国的巴西伙伴，提供咨询服务，陪伴参加交易座
        谈会和协助技术考察。

    6. 通过有意接受国外投资的合作伙伴联系推广和促进巴西公司进入
        中国市场。

    7. 同样地通过有意接受国外投资的合作伙伴联系推广和和促进中国
        公司进入巴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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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
商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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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巴西中巴商会总会长）经常邀请中国政经部
门访问巴西相关机构促进交流。略举一例：邀请厦门市政
府率领厦门工商企业访问巴西商业联合会并举办贸易洽谈
会, 会后与Darci Piana先生（商业联合会会长）和厦门代

表团的代表们合照留念。

CCBC
商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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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商业咨询和谈判协助。
 企业的国际贸易咨询与代理。
 国际文件和合同的研究分析。
 对国际贸易的实务技术咨询。
 研究经济可行性，市场的开拓
和客户调查, 与供应商勘查。
 对贸易代表团在国际贸易会上
提供帮助和陪同。
 协助准备投资计划。
 为中国或巴西企业，提供商
业，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搜索新的贸易合作伙伴（包括
进口商和出口商），寻求商机，促
成协议。

市场调查
 
 经济分析和市场研究。
 寻求新兴和潜在市场的
投资机会。

商务洽谈。
 组织会议，安排议程。
 协助发送通知信件和宣
传材料。
 促成联合会，协会与投
资人沟通。

CCBC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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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经常邀请或接受中国企业家访问巴西。

略举一例：胡荣祖先生（中国企业代表）
访问商业联合会洽谈合作项目后留影。

CCBC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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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巴西中巴商会总会会员的优势：

1）进入一个促进双方贸易的机构。
2）会员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便于加入中国工商社团。
3）打开全球第二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大门。
4）参加中巴两国的贸易展览活动和交流讲座，以便发展业           
    务，寻求合作，与投资机会。
5）接收商会提供的相关信息。
6）易于同巴西或其他国家商会或类似的机构合作。
7）开拓国内和国际的关系网络。
8)  得到对供应商或客户咨询参考。
9)  对贸易产生纠纷之后的解决方案获得协助。
10)突破语言障碍，益于在交易之间的沟通。

CCBC
会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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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会经常参加展览会。
例如：在一个环保和民用建设的展览会中，

邱成炎先生和中巴商会的职工与客户
在展会洽谈交流.

CCBC
会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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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中国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引进巴西市场。

2)  向巴西市场推广生活垃圾的处理与燃烧发电技术。

3)  为了提升巴西竞争力，建立便捷的物流和发展基础建设，
引进相对的技术。例如：高速铁路、地铁、隧道、桥梁、港口、
机场与轻轨等等。

4)  增进民生技术，提高生活品质。例如：垃圾回收，废物利用
的相关科技等等，促进社会持续进步发展。

5)  促进中巴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沟通，开展和扩大巴西丰
盛农产品的供应与出口。

6)  推广大宗物资的互相贸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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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
合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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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来自江苏省公安厅的

感谢信：感谢邱成炎先生，
(中巴商会会长)协助和促进

江苏省公安厅代表团
和巴拉那州之间的治安交流

成功。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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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丕祥先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写给邱成炎先生的感谢信：
感谢他的热情接待和努力，
使得与巴西巴拉那州法院的

交流取得成功。

CCBC
荣誉褒奖



1211

5 CCBC
荣誉褒奖

来自Ivan Borleto大法官先生
（巴拉那州高级法院副院长）

的感谢信：对邱成炎先生
在陪伴巴拉那州法院代表团与

江苏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国
进行的司法交流，

 获得成功所提供的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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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Paulo Salamuni市议会议长和Jorge Bernardi议员共同出具
的荣誉证书，证明巴西中巴商会为库里提巴市所做出的贡献，

对商会的表扬。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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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ustavo Fruet 先生

（库里提巴市市长）
对于邱成炎先生对中巴
交流贡献的肯定而获得

的荣誉市民证书的
祝贺信。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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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提巴市政府授予
邱成炎先生荣誉市民

的证书正本。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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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Guilherme Gomes

大法官先生（高级法院院长）
发给邱成炎先生获得

荣誉市民的表扬祝贺信，
对他一直以来为

中巴司法交流贡献的肯定。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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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顾问证书

中巴商会总会与江苏圣典
律师事务所(中国著名法界
领先地位律师事务所)订立
合作协议，共同为中巴企
业服务。并授权巴西中巴
商会总会会址为江苏圣典

律师事务所在巴西为
中巴企业服务的联络处。

CCBC
荣誉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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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CBC
商会事迹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拜访
Gustavo Fruet 先生

(库里提巴市市长)协商合作交流事宜。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巴拉那州法院院长

以及大法官们
讨论中巴司法合作交流

会议之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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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拜访Friedmann Wendpap 法官

（巴西联邦法院院长）
探讨中巴联邦法院交流事宜的合影。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拜访巴拉那州高级法院，
和院长与法官们的合影。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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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拜访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讨论具体合作业务之后，

与贾政和大律师（事务所主任）
和李竹影大律师合影。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滕勇教授

(江苏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
签署两会海外合作交流

协议仪式。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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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齐长余
（江苏省进出口商会会长）

商讨两会合作事宜，
并签订合作协议书。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仇小萍女士

(中国贸促会- 中国商会副会长)
商讨促进国际贸易合作事宜。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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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车捷律师先生
（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的留影。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拜访周伟先生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商讨与巴拉那州政府合作事宜.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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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拜访Cesar AG Scigliano先生

（巴拉那州国际贸易商会主任）
 商讨合作事宜。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陪同江苏高级人民法院代表
团拜访巴拉那州法院院长。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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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邱成炎先生邀请

Paulo Salamuni市议长
与大法官,和中国商务领事以及
地方官员共同迎接中国新年。

商会代表经常访问巴西工商企业，
以促进交流。例如；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访问PetrOfisa企业。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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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成炎先生在UNINTER大学
对国际关系科系学生的演讲。
主题是：中国在新的世界市场

所扮演的角色。

邱成炎先生（中巴商会会长）
和Mario Celso da Cunha先生

（巴拉那州州务秘书）
讨论2014年世界杯事务。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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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人大代表团

访问巴西中巴商会的留影。

邱成炎先生陪同江苏人大代
表团访问市议长

留影纪念。

CCBC
商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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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００－55 41 3333-8228 
邮箱：chiu@camaracomerciobrasilchina.org.br

地址  Rua João Zaniolo 65 REBOUÇAS：  -  
CURITIBA - PR - BRASIL

 WWW.CAMARACOMERCIOBRASIL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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