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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经过前两届

徐惠喜

的成功举办，进博会正成为在全球
广受欢迎的贸易盛会。当下，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
饱受冲击，全球贸易期待复苏契机，
中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在此情
形下，第三届进博会如期召开，是中
国所需，更是世界之盼。

“四大平台”作用凸显
第三届进博会是中国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进博会可谓意义特
殊、作用重大。商务部副部长、进博会组
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局长王炳南表示，本届进博会有利于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度融合互动，
更
好地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陷
入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
和投资大幅萎缩，许多国际合作项目按
下了“暂停键”，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跨越阻隔、增进沟通和深化合作。在此
情形下，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
文交流和开放合作
“四大平台”
作用更加
凸显。
本届进博会共设置技术装备、消费
品、汽车、食品及农产品、服务贸易、医
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六大展区，总展览面
积比上届扩大近 3 万平方米。众多企
业携带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球首
发、中国首展”。为了凸显进博会作为
全球新品首发地、前沿技术首选地以及
创新服务首推地的优势，第三届进博会
专门设立了公共发布平台新品发布
专区。
为了更好发挥进博会的平台促进作
用，本届进博会开展了多渠道精准招商，
举办了多场招商推介和供需对接会，定
向推送展品信息，
重点邀请有
采购意向的采购
商 ，吸

11 月 4 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馆外的吉祥物
“进宝”
格外醒目。
引了约 40 万名专业观众报名注册。其中，年
营业额 10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达到 2238 家，
年
进口额 1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近 1400 家。
进博会红利也在逐渐释放。多个部委在
前两届基础上继续推出税收优惠、通关便利、
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展期内销售的展品进
口环节三税全免、允许参展企业办理进口特
殊食品临时许可证等 13 项政策，已形成制度
性安排。今年又新增了允许展品在展会结束
后转入特殊监管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等 6 项
支持措施。

各国企业热烈期待
在本届进博会上，各国企业特别是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意愿更强，
“回头
率”超过 70%。从国别来看，日本有 400 多
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为 5 万多平方米，比上
届分别增长 10%和 16.9%；法国有 80 多家企
业参展，展览面积近 1.6 万平方米，比上届分
别增加 11.7%和 7%。此外，有 30 个最不发
达国家企业参加第三届进博会，展览面积超
过 4000 平方米，数十个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企业也来参展。
在各国企业积极踊跃参展的背后，是
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对
中国不断加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的肯定，
以及对进博会推动参与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的期待。
疫情之下，医疗展区备受关注。今年参
展的全球医药及医疗器械领域企业数量相比
首届进博会翻了一倍多，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
制药企业和世界排名前 14 位的医疗器械企
业悉数赴约。
阿斯利康的展台总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是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占地面积最
大的展台之一。此外，阿

斯利康还在公共卫生防疫专区亮相。阿斯
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
裁王磊说：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特殊时期举
办进博会，彰显了中国政府对抗疫成果的
信心以及高水平组织能力，也进一步传递
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交流合
作、共享经贸发展成果的坚定态度。我们
将借这一展示平台，展现我们持续投资中
国的决心。
”
进博会迎来第三届会期，许多全球知
名企业也从新朋友变成了老朋友。每年他
们都带新成果而来，
携新收获而归。
施耐德电气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展。
施耐德电气今年的展台面积比 2019 年增
加了近一倍，带来了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覆
盖酒店、银行与金融、商业地产等 10 多个
行业的成功应用案例，充分展示了施耐德
电气立足中国本地市场的创新成果，以及
企业在“技术专长”
“创新”
“合作伙伴”
“本
土人才”
等方面的优势。
“施耐德电气一直非常看好中国的数
字经济前景。通过盛会，我们希望把世界
领先的数字化技术带进中国，同时把我们
‘中国同创’
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全球。我们
将携手本地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中国产
业数字化转型。
”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
裁、中国区总裁尹正说。

保障得力效果出色
级别如此之高，
规模如此之大，
又要保
障安全、有序，
进博会的办展难度不可谓不
大。也正因如此，出色的办展效果让进博
会成为中国一张闪亮的国际名片。
疫情是影响第三届进博会最大的因
素之一。为了保障安全办展，10 月 11 日
上海公布了展会疫情防控措施。上海聚
焦“人”
“ 物”
“ 馆”3 个重点，紧盯入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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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流动中、展馆门、活动点和监测哨
等 6 个关键环节，实施全程闭环管理、全链
条可追溯、全量核酸检测、全部查验准入、
全 面 环 境 清 消 5 项 措 施 ，严 密 构 筑 疫 情 防
控线。
为了更加突出城市服务保障的机制化、
精细化、智慧化，上海将政务服务、城市运行
中的“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运用于进博会，
今年首次开通微信自助查询和证件复用两大
功能，
并实现测温验证一体化，
大大提升了进
场速度，
做到
“非接触、无感知、不停留”
。
在口岸出入境方面，
本届进博会开展
“智
慧旅检”，开设展品通关“专用通道”
“专用窗
口”
和进口冷链展品
“专用冷库”
，
首次实施展
品 入 境“ 无 纸 化 通 关 ”，实 现 监 管 作 业“ 零
等待”
。
庞大的参展参会人员数量给用餐、交通
带来了巨大挑战。据统计，仅进博会场内工
作餐需求将超过 35 万人次。
继 2019 年圆满完成进博会食材保障任
务之后，食材供应商美菜将继续参与保障第
三届进博会食材供应。美菜方面表示，美菜
今年总计服务餐饮门店达 20 家以上，预计食
材供应量将达到 200 吨至 300 吨。美菜将按
照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追
的要求，
加强食品安全流程管理。据悉，
美菜
在仓库内设立了“仓内农残检测实验室”，配
备了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肉类水分快
速检测仪和瘦肉精检测试纸等设备，对入库
的蔬菜、肉类等实行农残、药残、水分等指标
抽样检测。
在交通出行方面，进博会实施会展中心
轨交出入口“应开尽开”、轨交 2 号线运能调
控、轨交 17 号线引流等措施，优化周边交通
设施配套。设立临时停车场 20 处，共享停车
场 17 处，并开通智能停车预约系统。发布了
进博会交通出行攻略，
涵盖轨道交通、地面公
交、出租汽车、定制巴士和停车场五大板块，
全方位保障参展客商快抵快离。

这届进博会不寻常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亮点透视

浦 江 潮 涌 ，世 界 瞩
目。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如约而至 ，
“ 四叶
草”喜迎世界各地新朋老
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进博会开幕式上通过视
频发表主旨演讲。在今年
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本届
进博会如期举行，显得尤
为不同寻常。
进博会由习近平主席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
推动，是中国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从
首届进博会上宣布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五大举措，到
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五
□
个继续”
，
中国的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任凭国
际风云变幻，中国对外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
洞察经济全球化历史大
势，
坚持以开放求发展，
深
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
而不是“松手”，坚持“拆
墙”
而不是
“筑墙”
，
坚决反
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不
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
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
善，
共同培育市场需求，
为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注入强劲动能。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响，
东京奥运会、
迪拜世博会等许多大型活
动都推迟了，众多国际峰
会都改视频方式了，大量展会已经“云”上举行了，但第
三届进博会依然在线下举行，还专门开设公共卫生防
疫展区，这充分彰显了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
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得益于此，本届进博会魅力不减，
吸引了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我
们看到，世界工业电气行业十大品牌、
工程机械六大品
牌、前七大汽车整车厂商、众多国际知名医疗医药企
业……这些跨国公司悉数参展，而且平均展览面积比
第二届增加 14%，还有一批企业已签约决定参展未来
三届进博会。跨国公司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抗疫
成就的肯定。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让世界对中国、
对进博会充满
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是今年唯一实
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由负转正，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加快，同比增长 4.9%。前
9 个月货物进出口贸易实现同比增长 0.7%，外国直接
投资势头良好。
万商云集使进博会成为国际社会近距离观察中国
的一个窗口，从这里能够感受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
今年的展会，展区更大，老朋友踊跃参展，新展商慕名
而来，其中包括近 5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行业龙头企
业；展品更靓，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球首
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业态更新，展示的数字经济
和绿色技术新成果，
勾勒出未来生活的新场景。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
机遇。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刚刚闭
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构建新发展格局，旨在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循环发展，通过更好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进博会正是连接两个市场、整合两种资源的重要
枢纽。前两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 1289.6
亿美元，外商深切感受到了中国
的发展机遇。举办进博会，不
仅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
展，也将为世界各
国 带来更多机
遇和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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