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国嘉宾云集 把脉世界经济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法国总统马克
龙、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牙买加总理霍
尔尼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出席开
幕式及相关活动。

与开幕式主论坛配套的，是主题为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第二届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 5 场分论坛。今年分论坛邀请
了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
国工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贸
易中心等国际组织担任论坛合作单位。
这 5 场分论坛的议题分别为“开放、规则
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世
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协定”“数字化时
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70年中国发展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议题可以看出，
论坛将把脉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探索世
界经济重新焕发生机的路径和前景。

可以说，这5个分论坛每场都是含金
量十足的思想盛宴。据透露，出席嘉宾层
次相当高，除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外，还包
括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一把手”或主要
负责人，如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联
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亚投行行长
金立群、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冈萨雷斯
等重量级人物。

当然，企业家是论坛不可或缺的主
角。阿斯利康CEO苏博科、3M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葛兰素史克CEO
艾玛·沃姆斯利、赛诺菲 CEO 韩保罗、通
用电气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
缨等全球500强企业领袖都将悉数出席，
并在论坛上担任发言嘉宾，发表真知灼
见，为新时期世界经济建言献策。

据悉，每场分论坛的与会嘉宾约800
人，包括有关外国政府代表团、国际组织、
港澳代表团、地方交易团人员、参展商代
表、采购商代表、其他相关企业代表，围绕
分论坛议题，探讨国际经济发展新趋势、
新变化、新动向，为推进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全球经济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建言献策，为新时代世界经济焕发生机贡
献“虹桥智慧”和“虹桥主张”。

既有全球首发 更有中国首展

在首届进博会期间，一大批“明星”展
品，如金牛座机床、镶钻高跟鞋、透明电
视、3分钟变身的飞行汽车、会跳舞的眼镜
等，让海内外观众大开眼界。在“四叶草”
展馆里，大批外国企业和客商展示了实
力、宣传了产品、找到了客源。

今年的企业展，总展览面积比去年增
加超过 20%，达 33 万平方米，涵盖装备、
消费、食品、健康、服务等 5大板块 7个展
区。相比去年，今年增加了养老等题材，
增设了室外展区。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3000 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不少跨国
公司高管亲自带队参展。其中，美国企业
参展数量达192家，参展面积达4.75万平
方米。与此相呼应的是，注册报名的专业
采购商和观众达 50 万，比去年增加了约
10万。

今年“四叶草”展馆将展出哪些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剧透”一下，先睹为快。

起亚汽车将展出一款全新电动化概
念车，该车采用的技术可识别用户情绪状
态，被称为实时情感自适应驾驶系统。

精密制造是日本理光集团发展的新
方向。理光将展示多款世界首发用于生
产现场的设备，如理光干式喷片洗净机，
不仅不用水和其他溶剂，还可利用气流将
特殊树脂片吹到电路板表面脏污残留处，
通过碰撞接触来扫除脏污。

德勤主打的是一面“魔墙”——可触
控数据可视化智能产品。从表面看，“魔
墙”是一面光滑的屏幕，但屏幕后方装有
许多传感器，能够通过感知触碰投影。参
观者站在“魔墙”面前并选定
感兴趣的话题，传感
器 就 会 开 始
运

作，利用动画投影技术和图形技术，图文
并茂地展示一座城市或一家企业的创新
亮点或成长历程。

阿斯利康将展出一款名为IT Bra的
乳腺癌筛查“黑科技”产品。该产品通过
监测乳腺组织温度变化完成筛查，佩戴6
个小时就可预示乳腺癌疾病的发生情况。

德国阿吉斯公司瞄准中国“无废城市”
建设带来的新需求，将在进博会上展出全
球首发的一款建筑垃圾粉碎设备。该设备
采用一键式操作，能把建筑垃圾以每小时
150吨至200吨的速度“变废为宝”。

迪卡侬将 RFID 自助收银系统带到
进博会，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秒读”收银，
只需把所有商品放入自助式收银台的篮
筐内，就能一次性完成读取、计价和支付。

欧姆龙的乒乓球机器人去年在展会
上曾引起不小轰动。公司今年将展出第
五代 FORPHEUS 机器人。新产品具有
增强人工智能教练功能以及出色的摄像
系统，可以预测玩家的行为及回球动作，
更专业地辅助乒乓球训练。

德龙的全自动咖啡机首次引入双豆
仓设计，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放入不同
的咖啡豆。每个豆仓均配备专用磨豆器，
并拥有感应磨豆技术，实现个性化咖啡制
作，可以同时制作2杯咖啡。

解读开放政策 促进有效合作

为更好发挥进博会的对外政策宣介平
台和主动开放合作平台作用，本届进博会
期间将举办五大类、数百场配套活动，表明
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
易的一贯立场，展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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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政策解读活动。工信部、国资
委、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政
府、山东省政府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
以及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国际贸易中心、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外
国机构将举办形式多样的政策发布、权威
分析、深度解读、趋势研判等活动，有助于
境内外各界了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最新
政策，促进互利共赢合作，了解产业发展
新趋势、新理念、新战略。

二是对接签约活动。进博会是“买
全球、惠全球”的国际盛会，是中国主动
开放市场、开展有效合作的重要平台。
各交易团、中央企业、地方大型国有企
业、外资龙头企业、重点民营企业等采
购商，以及重点参展商、组展机构、支持
单位等，将利用这一平台实现供需双方
对接。期间，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需求
发布、签约仪式、行业论坛、营商环境推
介、省州合作交流等活动，促进展会成
交和贸易、产业对接。

三是新品展示活动。进博会是展示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国际大舞台，许
多参展的世界 500 强、行业龙头企业等，
将争相举办新产品发布、新技术推广、新
服务展示、品牌推介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将进博会打造成为新品首发地。

四是研究发布活动。进博会还是新
理念、新战略、新研究集中发布的平台，世
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等研究机构，以及各类智库和专业机构将
举办各种年度报告发布、研究成果分享、
科研主题论坛、官产学研对话等活动。

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别的配套活
动，如参展国别地区推介活动、文艺演出、
专题推介会、餐会酒会、时装秀、专业比赛
等。活动可谓精彩纷呈，丰富多样。

展示中国潜力 贡献“虹桥智慧”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透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11月初的上海，风清气

爽，秋意渐浓。万众瞩目的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举行。进博会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

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在

去年首届进博会上，来自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3600多家企业亮相“四

叶草”展馆，40 万名境内外

采购商前来“买买买”，累计

成交金额达 578.3 亿美元。

今年的进博会将“办出水平、

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规模

更大、质量更高、活动更丰

富，可谓亮点多多。

作为本届进博会的主宾
国，法国各界对此次参展充
满期待。中国驻法国经商处
公参高元元表示，法方对中
国秉持开放姿态的高度赞赏
与对进博会的高度支持，将
使法国参展团更具特殊性与
引领性，并为中国消费者带
来更多惊喜。

据高元元介绍，法国企
业在首届进博会中的出众表
现为今年参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去年，法国在首届进博
会中收获颇丰，共有69家企
业 参 展 ，参 展 总 面 积 超 过
1 万平方米，意向成交金额超
过 15.5 亿美元，成交产品涉
及7个展区的装备、汽车、医
疗设备、食品、文化用品等约
40种类别，位列欧洲第二。

高元元说，法方今年首
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法国
总统马克龙访华并出席进博
会相关活动，法国企业参展
热情空前高涨。第二届进博
会报名还未启动，法国企业
就跃跃欲试。截至 10 月 23
日，共有78家法国企业签约
参展，参展总面积达 12284
平方米，企业数量和签约面
积较首届明显提升，空客等
法国知名企业均将携各自优
势产品亮相，展现行业顶尖
水准。在第二届进博会新设
的生活馆内，共有约15家法
国企业参展。

“面对中国市场与消费
者对产品质量及创新内涵要
求不断提高，法方希望其参展行业的创新优势不仅体现在
传统行业，还要拓展至可持续发展、高新技术、健康、工业、
旅游业、美食及奢侈品领域，引导法国优势产品深入关注
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并加强在可持续性解决方
案领域的发展，积极分享中国发展红利。”高元元说。

高元元表示，驻法经商处在推介进博会，帮助法国企
业筹备参展期间，充分感受到法国各界对进博会的热
情。在政府层面，法国政府高度重视进博会，包括法国外
交部、经济部、法国投资署等部门多次与经商处开展具体
议题交流与技术细节咨询。在企业界层面，法国企业拥
有丰富的在华发展经验与较强的对华合作意愿，很多法
国企业都希望将地区与行业优势产品推荐到中国市场。
同时，从与法国企业互动中了解到，法国各界对进博会的
认知正在不断加深，从第一届的谨慎与不熟悉到第二届
的踊跃参展与极大期待，也显示出法国企业希望参与中
国消费升级的强烈意愿。

高元元还表示，中法两国在进口博览会中的密切互动
也再次显示出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与全球化领域的共同
理念与务实合作。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继续发挥着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与稳定器作用。法
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与欧盟主要成员国，中法两国的合
作对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高元元认为，中法两国合作有良好的基础和巨大的
潜力。中法合作一直以来都有良好的民意基础，无论政
府还是民间都对两国各领域合作高度重视，并给予热忱
期待。中法两国合作还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可互相借
鉴。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消费市场，并
高度重视高质量与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与电商领域发展
迅速；法国始终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在
航空、能源、环保、农业食品、养老、
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此外，中法两国未来优先发展领
域与前景趋同，双方合作空间巨
大，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
数字经济领域等，为两国拓展合

作领域，共同推动“未来经
济”向前发展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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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海））南广场南广场鲜花景观鲜花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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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的进博会标识和吉祥物熊猫进宝。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