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吉祥物

“进宝” 在博

览 会 举 办 场

地———国家会

展 中 心 （上

海） 欢迎来宾

（11 月 4 日

摄）。

据新华社电 第 124 届

广交会 4 日闭幕， 虽然境外

采购商与会数与出口成交额

出现微降， 但客商来源地更

加多元， 新采购商数量保持

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广

交会共有来自 215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89812 名采购商

到 会 ， 累 计 出 口 成 交

2064.94 亿元, 均同比下降

1%左右。 其中，对“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成

交 96.3 亿 美 元 ， 增 长

2.7% ， 占 总 成 交 额 的

32.3%。

统计数据还显示，本届

广交会新采购商共有 77733

人，同比增长 2.34%，特别

是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新采购商同比

增长 4.18%。

第 124 届广交会闭幕

新采购商人数保持增长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获悉，我国首台永磁直驱

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日前在该公司下线。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赵明元表示， 这是我国继

“快速客运电力机车” 和

“重载电力机车” 之后，在

交流电力机车领域的又一

突破。

专业人士介绍， 作为新

兴技术的代表， 永磁直驱技

术是业内公认的下一代驱动

技术。以该款机车为例，在总

效率提升至 88%的同时，其

每小时还可节约电能 200

度。

据悉，由于新型机车采

用了直接驱动轮对技术，取

消了传统的传动齿轮箱，其

驱动结构得以简化，系统部

件维护周期达 200 万公里左

右，可维护性进一步提高。

此外，新型机车以空心轴

挠性板联轴器作为转向架驱

动结构，整体实现“钢性” 联

结，较其他交流电力机车噪声

降低 15%以上。

我国首台

永磁直驱电力机车下线

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 博览会吸

引了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有超过 5000 件展品在中国市场首秀。

进口的东西大家见得多了，进口博览会上的展品有何“稀奇” ？各地交易团的“买买买” 中有何门道?普通百姓如何分享博

览会带来的开放“红利” ？ 五大看点为你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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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五大看点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展分为

七大展区：消费电子及家电、服装服饰及日

用消费品、汽车、智能及高端装备、食品及

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

这些展品中，既有有形的商品，又有

无形的服务； 大到近 200 吨重的龙门铣，

小到与硬币相当的心脏起搏器；高端如价

格近 2 亿元人民币的意大利直升机，朴实

如墨西哥的辣椒酱、菲律宾的芒果干……

细数起来，一连串的“最” ，讲述了这

些展品漂洋过海来中国的故事：

长 20 米、宽 10 米、高 8 米，占地面积

达 200 平方米……博览会上“吨位” 最大

的展品是德国机床设备 “金牛座龙门

铣” 。 然而，“大块头有大智慧” ，其精度

达到 4 微米，能加工各种复杂零件，在汽

车业、航空航天领域都可适用。

展会上还可见到全世界最小的心脏

起搏器、最薄的血压仪、最快的免疫分析

仪、“会飞” 的汽车……

从食品到药品，从电器到汽车，逾 5000 件展品在中国首秀

展品

“万物互联” 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可与人协作的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电池汽

车……一批最“聪明” 、最“绿色” 的产

品，计划通过博览会的“跳板” ,逐步进入

中国市场。

能想象吗？ 以胶卷起家的日本富士胶

片，借助科技力量完成了大转型,此次的

展台主要分医疗健康和高性能材料两大

块。 富士胶片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裁姚佳锋说，富士胶片的展品包括最尖端

的用于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产品，以很小的

剂量实现高精度的早期病变诊断。还有将

人工智能和传统影像技术结合的产品，方

便 X 射线医生更早诊断病情。

在进博会主宾国英国馆内，借助新一

代 AR 镜子， 观众可与经典动画角色见

面、互动甚至合影。 通过新兴 VR 技术，观

众可以踏上 360 度全方位的 3D 视频和音

频之旅，置身于盛大的管弦乐队表演“现

场” ，感受尖端科技带来的震撼体验。

德国采埃孚的自动驾驶 “大脑” 、韩

国 SK 海力士的芯片、 美国惠而浦的智能

厨卫电器, 跨国电子巨头齐聚进口博览

会，勾勒出一幅未来智能生活图景。

科技

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勾勒未来生活图景

普通消费者如何参与进口博览会？这

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虽然进口博览会主要针对专业采购商

而非个体消费者，不过不用担心，为发挥博

览会的辐射功能和溢出效应， 有关方面之

前已推出首批 30 个“6 天 +365 天” 常年

展示交易平台。进口博览会前夕，这些平台

陆续开业，让意欲尝鲜的市民先睹为快。

距虹桥交通枢纽 1 公里的虹桥进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 总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

中心的商品销售区参考进博会展品分类，

主要有消费电子、服饰箱包、日用消费品、

化妆品等，原则上按照一楼一品类分区，商

家以专营店、特卖店等形式入驻展示销售。

除了线下展销平台， 包括天猫国际、

苏宁、 网易考拉和洋码头等跨境电商平

台，纷纷借博览会契机开展“全球购” 。

天猫国际表示，由其牵头的阿里大进

口采购中心已在全球成立六大采购中心，

将把全球好货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快速

引进中国。 记者从苏宁控股集团了解到，

通过进口博览会，苏宁将至少引进 1000 余

种国内市场尚未销售的进口产品和服务，

今后 3 年拿出 100 亿欧元用于全球采购。

功能

线上线下互动，30 个展示交易平台供你我“买买买”

从权威部门传递的信息看， 首届进

口博览会将追求实实在在的成交。 目

前，全国各地、中央企业、相关部委等已

组建了近 40 个交易团， 数十万采购商

列好清单整装待发。

坐拥主场之利的上海市交易团，目

前的采购商超过 1.5 万家，采购意向包

括生产装备、医疗设备、化妆品、奶制品

等， 仅生产装备的意向采购额就达到

100 亿元人民币。 “要做到有效采购、扩

大成交。 ” 上海市交易团团长、上海市副

市长吴清说。

北京市交易团下设 10个重点企业交

易分团及 16 区交易分团， 将围绕北京

“四个中心”建设、推动形成“高精尖” 经

济结构，积极促成高端装备、服务贸易等

方面的采购。同时，围绕居民消费升级，加

大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

由 90 多家央企组成的中央企业交

易团， 目前已拟定采购计划。 以大飞机

为例，其零件数多达 300 万至 500 万个，

释放出的采购商机达千亿元人民币 。

“航空制造领域，全球分工、全球采购仍

是主流。 我们将在博览会期间寻找潜在

的货源供应商，搜集前沿的技术信息。 ”

中国商飞交易分团表示。

全国近 40 个交易团整装待发，精准采购助力高质量发展

交易

为保障进口博览会的顺利开展，中

央各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将为企业扩大进

口“清障减负” ，推动更多的优质商品

汇聚到居民家门口。

在海关总署等部委支持下， 上海前

期提出的 20 多项创新举措基本落地，

包括允许展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放

行展品、延长展品有效期至 1 年等。

根据财政部最新通知， 对首届进口

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口

展品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 70%征收。

意大利戴蔚公司计划展出三款主打

装备产品。 戴蔚（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克说：“通过展前的对接，戴蔚

产品‘找新家’ 已经有了眉目，降税的

优惠会让客户下订单时更加爽快。 ”

对于进口博览会上首次展出的发明

创造、 首次使用的商标， 展会方可以出

具展出证明， 展商在中国申请专利时，

享有 6 个月的宽限期。

20多项便利化措施落地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是我们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面对困难挑战，我们要看到

有利条件， 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

的必胜信心。 ” 在近日召开的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

眼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 深入

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的有利条

件， 增强了广大民营企业家战胜

困难、 搞好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动

力， 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应对风

险挑战、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干劲。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是当前

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 今年前三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1100 万

人， 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达到 60.8%，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达到 78%，主要指标保持在

合理区间。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

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下行压力有

所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 应当

看到，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

和短期、 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这些问题都是前进

中的问题。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

战胜困难、实现更大发展，首先就

要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

心。

必胜信心， 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的诸多有

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作出的全面而深入

的分析，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从内部看，我国拥有巨

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有 13 亿多人口的

内需市场；拥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和物质基础，拥有全

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丰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国土面

积辽阔，土地总量资源丰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空间支撑； 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

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 拥有独特的制度

优势，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从外部看，世

界经济整体呈现复苏回暖势头，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进出口保持了稳定增长势头，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快推进， 成为我们外部经济环

境的新亮点。 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广

阔前景充满信心，没有理由不坚定战胜困难、应对挑

战的信心。

必胜信心， 来自于我们党的坚强领导和驾驭经

济全局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

部环境，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

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

拓进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今年以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

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大背景下，我

国经济大盘“稳” 、消费升级势头明显、区域协调动

力增强、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经

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彰显了我们

党在复杂多变的局面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

力。 一个多月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营经济发展

作出重要指示， 作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的重要部署， 不仅意味着占据我国企业数量 90%以

上的民营经济将迎来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也意

味着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奋进新时代， 我们一定

能够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推动中国经济迎

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信心来自实绩，实干增进信心。 我国发展一时一

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 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稳中求进， 狠抓改革落实， 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

战，使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用，中国

经济航船定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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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进， 总在关键时刻留下耐人

寻味的篇章。

1957 年春， 珠江之滨， 广交会首次亮

相。 以出口为纽带，中国冲破封锁，与世界

贸易联通由此打开一扇窗；

2018 年秋， 黄浦江畔， 进博会开幕在

即。 以进口为主题，中国主动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 从一展谋出路到

一展汇全球， 中国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

求发展进步、谋互利共赢，以前所未有的强

大信心拥抱世界、共创未来。

大背景凸显大手笔

4 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

前来出席进博会的各国政要、 企业家

陆续抵达。

车站外，一条步廊跨越铁路、河流、高架，

直通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中外客商从虹桥

火车站或机场可一路步行至进博会现场。

展馆内， 来自五大洲的 3600 多家企

业，一切就绪后期盼进博会大幕开启。

举世瞩目的盛会，从宣示到行动，从设

想到实现，不过 500 多个日夜。

2017 年 5 月 14 日，北京，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

举办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

放眼全球，没有先例。

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这是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将为各方进

入中国市场搭建新的平台。 ”“我们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

世界谋大同。 ” 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清晰坚

定，彰显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综观国内外发展之变、趋势之变，进博

会的举办水到渠成。 这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是世界的难得机遇———

看国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需求。

观全球， 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

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

滚向前。 同时，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

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些根本性矛盾仍

然比较突出。 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升

温，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唯有深刻洞察大变局， 方能布局这一

大手笔。

“我们讲，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具体怎么搞？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办好高质量的

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

在全球面临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迎面

打头风” 的当下，中国举办进博会，不仅体

现我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更充分显现中

国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是一般性的展

会，不是一锤子买卖。 ” 谈及进博会，英国驻

上海总领事吴侨文一连说了两个“不是” 。

在他看来， 举办进博会是中国开放市

场的“重大举措” 。

这位英国外交官的观点，与亚洲开发银

行副行长斯蒂芬·格罗夫的看法不谋而合。

“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旨在做大市场

而不是争夺市场、 在于共享市场而不是谋

求私利。 ” 格罗夫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进博会如此受关注和认可的原因。 ”

格罗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

人类“前所未见” 的伟大成就，一大秘诀就

在于开放———勇敢地开放、持续地开放。

来上海参加进博会， 陕西银波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亚波有两个朴实的

愿望。 “一是期待找到外国合作伙伴，有买

有卖，贸易兴隆；二是希望与参展商交流，

有来有往，进步更快。 ”

在他眼里，家乡的米脂小米与世界各地

知名谷物“有得一拼” ，赶着这次参会，“好

好开开眼界，学习国际化的企业管理经验” 。

共赴东方之约，共享发展之机。

首届进博会还没拉开帷幕， 第二届进

博会的筹备活动已经如火如荼。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

说，截至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企

业报名，对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部

分企业已经签订合同， 包括多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装备、消费、食品、

健康、服务等多个领域。

一落笔便妙手生花， 进博会必将绘就

出绚丽多姿的长卷。

大手笔创造大市场

“终于要开幕了，兴奋！ ” 对于大半年

前就报名参展的全球最大铜生产商之一、

智利铜德贸易驻上海分支机构采购经理费

律贝来说， 公司迫不及待想借进博会的东

风拓展市场。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性展会。

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最薄的血压

仪、最快的免疫分析仪、“会飞” 的汽车……

本次进博会， 参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纷纷

亮出 “压箱底儿的把式” ， 超过 5000 件展

品将在中国市场首秀。

全球企业热烈响应的背后， 是对中国

精心筹备进博会的认可， 更是对分享中国

巨大市场的期盼。

美国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赵斌说，中

国市场占高通产值的三成左右， 非常愿意

深耕中国市场， 并借助进口博览会的机会

展示“未来的黑科技世界” 。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将近 180 家美国

企业来华参加进博会， 数量位居参展国家

中的第三位，高通公司、通用电气、强生集

团、 通用汽车、 杜邦公司等多家美国全球

500 强企业均由高管率队参会。

这将是令人期待的盛会。

国家展方面，共有除中国外 81 个国家

和世贸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中

心等国际组织参展，遍及五大洲，其中亚洲

20 国，非洲 8 国，欧洲 21 国，美洲 21 国，大

洋洲 11 国。 58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超过 1000 多家企业参展本届进博会，占全

体参展企业的约三分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 项目合作日益频繁，

比利时第二大港口泽布吕赫港的管理部门

渴望参展进博会。

早在今年春季进博会主办方到欧洲推

介， 比利时特色企业及机构对参展进口博

览会态度十分积极。 比利时港口物流业则

成为新亮点。

为表达对参展的热情， 泽布吕赫港务

局还与中国上海的临港集团合作， 在上海

推出了一趟通往进博会的“蓝精灵地铁” ，

通过比利时知名动漫形象， 向中国客商表

达友好和善意。

一边是参展商近悦远来，参展布展忙；

另一边是采购商摩拳擦掌， 只待按下经贸

大单“确认键” 。

上海市交易团将在本届进博会上率先

“为全国采购” 。 初步统计显示，上海市交

易团组织、邀请采购商超 1.5 万家。 百联集

团副总裁浦静波说：“我们的采购， 可以通

过联盟的渠道分销到全国各地。 ”

大胸怀彰显大担当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冈比亚的民族服

装服饰、南苏丹的手工艺品、坦桑尼亚的蓝

宝石、赞比亚的蜂蜜……本届进博会，有 30

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携民族特色产品参展。

为支持这些国家参展， 中国向每个参

展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两个免费摊位，以

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合作中有商有量，充分照顾彼此舒适度，这

正是中国的和合之道。

“新时代，共享未来。 ” 进博会的内涵，

远不止于“买全球、卖全球” ，其主题彰显的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中国实践。

开放、创新、投资、合作，当今时代的脉搏。

当前，经济全球化受阻，国际投资持续

走低，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

新工业革命引领产业和经济发展变革的背

景下，如何通过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把

握发展机遇、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成为亟

待讨论的问题。

中国搭台，全球唱戏。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营商环境报告中，

一次性把中国在全球的排名提升 32 个位

次，盛赞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

速且有效”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

告则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相较去年同期骤降 41%，而中国吸收的外国

直接投资逆势增长 6%， 总额超过 700 亿美

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做

得好不好，世界自有公论。

“无论外界风向如何转变，伊藤忠都视

中国市场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坚定不移

地推进在华业务。 ” 参加本届进博会前，日

本伊藤忠商事东亚区经营企划事业部总经

理香月俊哉告诉新华社记者。

面对开放还是封闭、 前进还是后退的

时代之问，中国抉择自信而坚定：

———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

放条件下取得的，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 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

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

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进博会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这是全球瞩目的时刻———5 日， 首届进

口博览会将在“东方明珠” 上海正式拉开帷

幕，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发出开放发展、共创未来的新时代强音。

一展汇世界，一展惠全球！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 进博会已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以

进博会为契机，中国对外开放，将翻开新的

篇章。

一展汇世界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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