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95
家中央企业分别组成交易分团参会，可谓
阵容强大。央企怎么看待进博会带来的
机遇？他们的“购物车”里装了哪些大
单？又将和国外企业开展哪些合作？

对外开放深化四方面合作

11 月 6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深化合
作、扩大开放，以贸易畅通促企业发展”为
主题举办了中央企业国际合作论坛。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论坛发
言中强调，中央企业要在共建“一带一路”
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各国政
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和产
能合作、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格局；

要在改革发展方面深化合作，欢迎国
内、国外各类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中央企
业改革，探索各类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
路径与模式，更多分享中央企业改革发展
的成果；

要在贸易往来方面深化合作，支持中
央企业进一步扩大进口，支持中央企业与
各国企业以市场化方式相互融入彼此产
业链、价值链，努力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
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要在长效机制方面深化合作，支持中

央企业搭建更多交流平台，与国际同行企
业不断增进理解和互信，共同谋划长期合
作的思路和举措，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
系，充分释放合作潜能，不断扩大发展成
果……中央企业交易团的成员纷纷表示，
要以进博会为契机，进一步拓宽对外开放
合作渠道，主动扩大新技术、新产品、高端
装备等方面的进口比重，学习世界一流参
展企业的一流产品和一流技术，不断优化
产业布局、提升产品质量。以“一带一路”
和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加快全球化步
伐，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加强科技创新开
放合作、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世界共建
共享未来。

高精尖采购大单亮眼

进博会上，央企交易团的一大批高精
尖领域采购大单引人瞩目，每一个大单都
不单纯是产品的买卖，更是深入的合作；
每一个大单都有长长的产业链，将带来产
业的提升和发展；每一个大单背后也都蕴
藏着一个巨大的市场。

在矿产、能源开发和设备制造领域，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与西门子、
ABB等多家国外供应商完成进口协议签
约，总金额约 100 亿美元。此举将对推动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和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五矿与波兰铜业集
团公司，兵器工业集团与伊拉克国家石油
销售公司，鞍钢与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一重与印尼德龙镍业等签订了合作
协议。中核集团相关单位与俄罗斯国家原
子能集团公司有关单位签署了多项合作
文件，标志着中俄核能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
司与捷克斯洛伐克集团航空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中航工业集团签约采
购航空高端智能设备。东航集团一天之
内先后与英国罗罗、CAE、埃克森美孚、
壳牌、法荷航、GE、CFM国际、霍尼韦尔、
穆格、世纪航娱等全球合作伙伴签订合
约，其与罗罗公司签署的遄达 XWB 发动
机及长期维护协议，是进博会最大的民用
航空订单之一。

在通信领域，中国电信与多家国际合
作伙伴达成采购合作意向，采购范围涵盖
LTE无线设备、路由器交换设备、IT硬件
和手机终端等设备及服务。

在商贸领域，中国诚通集团所属4家
企业，分别与 11个国家和地区的 14家外
商签署采购协议，涉及木浆、板材、有色金
属、钢板桩、铁矿石、水泥熟料等商品。

多个领域蕴藏新商机

国机集团所属6家企业在进博会上与
16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21个进口采购合
同，签约金额达84亿美元，在中央企业中
位居前列。签约不局限于机械制造，还涵
盖了汽车、信息工程、服务贸易、食品与农
产品以及金融等多个领域。国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任洪斌强调，与加纳签署的
可可农业综合设施项目框架协议是中国
和加纳在农业领域开展的最大规模单项
合作，有助于推进中加两国在农产品领域
长期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乌克兰
谷物贸易项目的合作，增加了中乌农业产
品贸易品类，填补了区域空白，衔接了产
业链条缺口，是中国对接乌克兰这个大粮
仓实现粮食互补的典范；与美国福特汽
车、克莱斯勒汽车等公司的签约，在当前
国际贸易环境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闻
迪兴奋地对记者说，汽车行业迎来了非常
好的发展机遇。去年全国只有 200 万台
的进口规模，中国市场进口潜力实际上非
常大。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多，汽车消费逐
步升级，人民群众个性化的需求上升。通
过加大进口车方面的业务，能够更好满足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央企签约的大单里，大型邮轮项目
也格外引人关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
美国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
订了 2+4 艘大型邮轮建造合同。这标志
着中国首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邮
轮开始实质性设计建造。首艘邮轮计划
于 2023年 9月 30日交付，第二艘邮轮计
划于 2024 年交付。据介绍，随着消费升
级，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邮轮市场。此次
签约建造的邮轮按照中国市场特点与游
客偏好量身打造，投入运营后主要服务于
中国市场，以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邮轮旅游需求。

央企“购物车”里装了哪些大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作为国内贸易和文化的领军企业之一，保利集团多
年来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各国企业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在代理销售奔驰、法拉利、红酒等消费品，铂金进
口，引进海外优秀艺术作品等方面动作频频，推动了中国
进口贸易发展。

11 月 7 日，保利集团在进博会上举行了 5 个合作项
目的签约仪式。保利下属中国工艺集团是中国领先的贵
金属和铂金进口商，在进博会上分别与全球领先的贵金
属交易商摩根大通银行、渣打银行签署贵金属销售与采
购合同，推动中国贵金属供应渠道的稳定发展。保利文
化与世界知名的阿姆斯特朗音乐艺术管理有限公司签约
合作，此次签约将帮助保利文化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遍
及全球的古典音乐艺术网络，引进更多世界优秀古典艺
术演出。此外，保利发展与洲际酒店集团就酒店、文化
区、娱乐等10个地产酒店类项目签约。隶属保利集团的
中国轻工集团与加拿大中加浆纸有限公司签约，将就智
利纸浆采购项目开展合作。保利集团托管的中丝集团与
5家海外供应商签署合同及框架协议。

保利方面表示，通过进博会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
保利将向国际知名企业学习，提高企业经营的国际视
野，深度参与国际竞争，致力于成为一流的大型跨国企
业集团。

保利集团频频签约——

签署贵金属等合作项目20余个
本报记者 袁 勇

中储粮集团公司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分中储粮集团公司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分
团形式参会团形式参会，，中储粮集团所属油脂公司在进博会期间与中储粮集团所属油脂公司在进博会期间与
66家供应商现场签约采购进口大豆家供应商现场签约采购进口大豆，，产地主要为巴西产地主要为巴西、、阿阿
根廷根廷、、乌拉圭等南美地区乌拉圭等南美地区。。

据了解据了解，，中储粮集团公司对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中储粮集团公司对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工作高度重视博览会工作高度重视。。进博会期间进博会期间，，集团公司总经理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党
组副书记邓亦武出席了开幕式组副书记邓亦武出席了开幕式，，并参加了国资委主办的并参加了国资委主办的
中央企业国际合作论坛等活动中央企业国际合作论坛等活动。。

中储粮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储粮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储粮积近年来中储粮积
极适应国际经贸新形势极适应国际经贸新形势，，进一步扩大南美大豆采购规模进一步扩大南美大豆采购规模，，
目前已形成稳定的多元化国际贸易渠道目前已形成稳定的多元化国际贸易渠道。。同时同时，，不断优不断优
化储备油脂油料规模结构化储备油脂油料规模结构，，进一步增强市场供应保障能进一步增强市场供应保障能
力力。。此外此外，，积极发挥储备吞吐对国内大豆生产的支持作积极发挥储备吞吐对国内大豆生产的支持作
用用，，积极开展国产储备大豆轮换购销积极开展国产储备大豆轮换购销，，成为市场收购的重成为市场收购的重
要力量要力量。。

据了解据了解，，中储粮集团公司在布局油脂油料储备中储粮集团公司在布局油脂油料储备
时时，，遵循市场流通规律遵循市场流通规律，，将储备库与加工厂一体布将储备库与加工厂一体布
局局、、一体化运作一体化运作，，依托已形成的油脂加工能力及时将依托已形成的油脂加工能力及时将
原粮加工为终端产品原粮加工为终端产品，，缩短了储备轮出到投放市场的缩短了储备轮出到投放市场的
链条链条，，显著提升了保障市场供应的效率和能力显著提升了保障市场供应的效率和能力。。同同
时时，，积极发挥加工对储备轮换的服务支撑作用积极发挥加工对储备轮换的服务支撑作用，，不仅不仅
确保了常储常新确保了常储常新，，也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油脂油料贸也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油脂油料贸
易中的影响力易中的影响力。。目前约目前约 8080%%的中央储备进口大豆通过的中央储备进口大豆通过
中储粮自有加工设施完成轮换中储粮自有加工设施完成轮换，，成为国家调控油脂油成为国家调控油脂油
料市场的重要抓手料市场的重要抓手。。

中储粮扩大采购规模——

与南美6家供应商签约进口大豆
本报记者 刘 慧

中化集团前身为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进口公司，自
成立之初便肩负着为国家进口急需战略物资的特殊使
命，从此与进出口贸易结下不解之缘。

“中化集团希望通过更加开放的贸易，引进更高技术
含量的优质产品来促进企业自身产业升级。我们愿意与
各国企业通过贸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
荣。”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说，目前中化集团主要进口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原
材料，比如国内无法生产或供给不足的原油、钾肥和高端
化学品。

此次进博会，中化集团收获满满。据介绍，中化集团
在进博会上签约进口了以原油、高品质肥料和高端化学
品为主的19种商品，这些商品来自包括美国、墨西哥、俄
罗斯、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沙特、科威特、以色列、埃及、
约旦、韩国、印度等17个国家和地区，采购金额超过113
亿美元。此次与中化集团签约的合作伙伴均为知名跨国
公司，包括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约旦
阿拉伯钾肥公司等。

宁高宁表示，首届进博会是一次推动贸易自由化和
经济全球化、提振全球经济的重要活动，也是中化集团进
一步开放市场和广结经贸伙伴、进一步扩大合作范畴和
合作力度的重要平台。面向未来，中化集团将遵循“科学
至上”的发展理念，力争用 5 年至 10 年时间全面转型为
一家科技驱动的创新型企业。

中化集团收获满满——

采购19种商品金额超113亿美元
本报记者 廉 丹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人工智人工智
能贯穿各功能区和展区能贯穿各功能区和展区，，从电子产品从电子产品、、汽汽
车车、、医疗产品到服务解决方案医疗产品到服务解决方案，，从台前的从台前的
展品到后台的政府服务展品到后台的政府服务，，这场全球进口这场全球进口

““盛宴盛宴””有了人工智能助力有了人工智能助力，，多了无数津津多了无数津津
乐道的话题乐道的话题。。

在进博会相关功能区在进博会相关功能区，，到处可以看到处可以看
到新松双臂服务机器人到新松双臂服务机器人、、达闼机器人达闼机器人、、
王阳明仿真机器人王阳明仿真机器人、、方立机器人及方立机器人及““豹豹
小秘小秘”“”“豹咖啡豹咖啡””等机器人的身影等机器人的身影。。人工人工
智能产品也遍布各大货物贸易展区智能产品也遍布各大货物贸易展区。。移移
动设备动设备、、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能家智能家
电电、、VRVR 与与 ARAR 等展品涉及自然语义识等展品涉及自然语义识
别别、、人脸识别等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脸识别等大量人工智能技术，，遍遍
布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布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也为大会的会也为大会的会
务组织务组织、、安全保卫安全保卫、、新闻发布等工作新闻发布等工作
助力助力。。

上海市经信委表示上海市经信委表示，，这些展品有许多这些展品有许多
是人工智能大会的创新成果是人工智能大会的创新成果，，此次此次““演习演习””
充分体现了这些成果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充分体现了这些成果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也为进博会增智添彩也为进博会增智添彩。。

在进博会筹备期间在进博会筹备期间，，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经信委

和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和上海市外事办公室、、上海新闻办公室上海新闻办公室
等单位精心组织等单位精心组织，，从从20182018世界人工智能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大会 150150 多家参展企业中优选多家参展企业中优选 AI+AI+产产

品品，，在进博会期间展示一批未来感强在进博会期间展示一批未来感强、、
互动性好的服务机器人体验项目互动性好的服务机器人体验项目，，丰富丰富
现场体验度现场体验度，，感受感受““人机同行时空人机同行时空””的的

科技智能生活科技智能生活，，展现上海科技创新的风展现上海科技创新的风
采采。。在筹备过程中在筹备过程中，，他们立足实际需他们立足实际需
求求、、对照先进标准对照先进标准、、体现行业高度体现行业高度，，紧紧
密会同相关人工智能企业开展筹备工密会同相关人工智能企业开展筹备工
作作，，扎实做好内容梳理和落地推进扎实做好内容梳理和落地推进，，全全
力体现延续力体现延续2018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AI+AI+
应用体验工作特色应用体验工作特色。。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上海集中迎来了一批人上海集中迎来了一批人
工智能企业签约和入驻工智能企业签约和入驻。。网易网易、、科大讯科大讯
飞等陆续签约飞等陆续签约，，微软在上海成立亚洲研微软在上海成立亚洲研
究院与人工智能创新院究院与人工智能创新院，，腾讯华东总部腾讯华东总部
落子上海落子上海，，百度把全球首款百度把全球首款LL44级别的自级别的自
动驾驶巴士动驾驶巴士““阿波龙阿波龙””（（ApolloApollo）） 开进长开进长
阳创谷阳创谷，，““百度百度 （（上海上海）） 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和和

““百度上海人工智能展示体验中心百度上海人工智能展示体验中心””同时同时
落地杨浦区……进博会在上海举办落地杨浦区……进博会在上海举办，，无无
疑为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再添新机疑为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再添新机
遇遇。。从从 2018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进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进博
会会，，上海有魄力上海有魄力、、有能力有能力、、有实力把握有实力把握
人工智能产业机遇人工智能产业机遇，，加快建成国家人工加快建成国家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高地智能产业发展高地，，为提升城市能级和为提升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支撑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支撑。。

功能区和展区内随处可见机器人身影——

人工智能为进博会增智添彩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中科新松的双臂协作机器人，可以为嘉宾提供倒茶等服务。 沈则瑾摄

一位参观者在美国通用电气展区体验虚拟现实设备检测电力系统。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在德国AVANCIS展区，观众在参观由智能太阳能板组成的建筑。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