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叶草”造型的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技术装备馆是其中唯一没有2
层、3层展区的展馆，因为这里聚集了
不少“大块头”的重磅装备。从装备制
造业的老牌企业，到工程机械领域的
重量级公司，再到智能技术装备的“新
贵”，近340家参展商在7万平方米的
场馆内尽情展现最拿手的“重器”和绝
活儿。他们中有世界工业电气行业十
大品牌，有工程机械六大品牌，还有打
印行业五大品牌，仅世界500强及行
业龙头企业就有60余家。

新型技术亮点多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
NSF P231 病毒细菌认证的单级系
统，病毒滤除率和细菌滤除率都表现
不俗。”美而浦中国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王宏说。在美而浦国际公司展台，这
款新品吸引了部分观众驻足。

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品质提升，
饮用水质量也愈发受到关注。“别看产
品外观变化不大，但针对滤芯，纳米技
术在不断革新。由于水中的污染物持
续发生变化，公司平均26个月就会对
滤芯实行优化。”王宏说，“我们2018
年正式进入中国，2019年参加了第二
届进博会，今年我们又来了，接下来将
开启全面市场布局，让更多中国消费
者了解我们。”

除了“新朋友”，展馆中也不乏连
续3年参展的“老朋友”，德国的英飞
凌科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
英飞凌携3D打印人形机器人Roboy
亮相进博会，Roboy成为当时观众喜
爱的“网红”机器人。“今年，我们将揭
秘这些机器人‘酷炫’应用背后的技术
亮点。”英飞凌科技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苏华说。

主营喷墨打印机的兄弟工业株式
会社也是进博会的常客。“今年在线教
育、居家办公需求激增，针对这一变
化，我们重点推广远程打印产品。通
过与第三方教育机构合作，利用我们
的设备，家长可将微信群中的试卷远

程打印出来让孩子完成。”兄弟（中国）商
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袁黎明表示：“我们
十分看好中国市场，毫不犹豫地与进博
会主办方签订了参展协议。”

传统机械“换新颜”

本届进博会最“给力”的装备是什
么？可能不得不提约翰迪尔 8R系列
200—300马力拖拉机。这台“身高”逾
3米、体长6.2米的“大铁牛”重达12吨，
拥有6缸9.0升24气门发动机，最大拉
力可达300马力。

“这款拖拉机的后劲比较足、爆发
力很强，尤其在耕地时遇到土地较硬的
情况也马力十足。”约翰迪尔（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培训讲师黄振华介
绍，这款拖拉机是首次在中国展出，今
年5月份刚刚在全球同步上市。目前，
主要应用在黑龙江、新疆等地的大型农
垦集团。

在黄振华看来，这台“铁牛”虽重，但
并不笨拙。它升级后配置了很多智能化
应用元素，拥有传统拖拉机前所未有的

“新颜值”。比如升降农具、挂载播种机、
施肥用具等，都可通过软件编程实现自
动化操作。又如，这台拖拉机配有卫星
接收器，驾驶员通过佩戴能定位的外部
安全帽，可实现自动导航驾驶甚至无人
驾驶功能。

中小型电子设备的技术升级同样
令人眼前一亮。在爱普生（中国）有限
公司展台，一个白色的大盒子被好奇的
观众团团围住，大家看到，一张张废纸
送进盒子，然后在几秒钟内魔术般地变
成新纸。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
理柴靖晨介绍：“这款全球首创的无水纸
张再生系统，采用全球独家独创的干纤
维再生技术，能用绿色环保方式把使用
过的普通办公废纸通过纤维分离、强化
黏合、按压成型，转换成全新的再生纸。
它的速度可达每5秒钟就生成一张。在
完全不用水的情况下，就能把废纸中最
有价值的木材纤维分离出来，用来合成
制造再生纸。”

中国装备“走出去”

进博会不仅为海外企业拓展中国
市场提供了合作沟通的良机，而且为
中国企业“取长补短”提供了优质
平台。

展厅内，“身高”超过17米、拥有
黄铜色“皮肤”的喷射机械设备
格外显眼。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营销总公司
副总经理史伟志
说：“这是中联
重科旗下的
意大利 CI-
FA 公 司 生
产的‘拳头’
产品——隧
道施工喷射
机械手，采
用智能芯片操
控，集全自动操
控手段为一体。
它在露天作业时烧
柴油，到隧道作业时采
用电能，既保障了动力，
又实现了节能减排。”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今
年是首次参展。“柳工这次与合作
方共同带来来自波兰、美国等国的5
个品牌，部分品牌是与外商合资，部分
是柳工收购至旗下。”广西柳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中心市场总监
王冬虎说，目前，柳工拥有13家海
外子公司、3个海外制造基地以
及全球100多个国家的300
多家经销商。

史伟志表示，“目前，中
国技术装备制造行业已成
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必
将激发新技术、新装备
行业源源不断的创新潜
能，推动更多中国装备
企业‘走出去’”。

一场新技术、新装备制造商的嘉年华——

重器抢眼 首款连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郭子源

数十吨的数控机床数十吨的数控机床、、会会““读心术读心术””的工业的工业
机器人机器人、、超长作业时间的巨型超长作业时间的巨型““铁牛铁牛””……这……这
些曾经被视为稀罕物的进口装备些曾经被视为稀罕物的进口装备，，如今已成如今已成
为中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为中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老朋友老朋友””。。每当它每当它
们活跃在繁忙的装备制造车间们活跃在繁忙的装备制造车间、、先进的汽车先进的汽车
生产线乃至广袤的黑土地上时生产线乃至广袤的黑土地上时，，一些人也许一些人也许
不曾想到不曾想到，，部分部分““洋品牌洋品牌””背后有中国企业的背后有中国企业的
身影身影，，有些甚至早已被中国企业收入麾下有些甚至早已被中国企业收入麾下。。

点点滴滴的进口技术装备之变点点滴滴的进口技术装备之变，，是通过是通过
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代表的平台带来的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代表的平台带来的
新力量新力量，，也是中国制造业推动国际营销也是中国制造业推动国际营销、、国际国际
制造和国际并购制造和国际并购，，加速加速““走出去走出去””和取长补短和取长补短
的鲜明注脚的鲜明注脚。。

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综合综合
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在此过程在此过程
中中，，技术装备发挥着关键作用技术装备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创新绝不但创新绝不
是闭门造车的过程是闭门造车的过程，，而是学人之长而是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补己之短

的淬炼的淬炼。。正如三菱电机正如三菱电机（（中国中国））有限公司董有限公司董
事长富泽克行所言事长富泽克行所言，，多数参展商不仅仅是多数参展商不仅仅是
借进博会展示自己的新技术借进博会展示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品，，更重更重
要的是观察世界新技术和新装备发展趋要的是观察世界新技术和新装备发展趋
势势，，向同行学习和借鉴向同行学习和借鉴，，回去好好消化吸回去好好消化吸
收收，，最终提升自己最终提升自己。。由此看来由此看来，，进博会不仅进博会不仅
有利于满足中国技术装备领域自身的发有利于满足中国技术装备领域自身的发
展展，，而且能更好地满足各国不断增长的技而且能更好地满足各国不断增长的技
术装备需求术装备需求。。

技术创新不是零和博弈技术创新不是零和博弈、、有你无我的有你无我的
竞争竞争，，而是努力共赢而是努力共赢、、包容发展的合作包容发展的合作。。纵纵
观技术装备领域发展历史观技术装备领域发展历史，，没有哪一家企没有哪一家企
业能够只靠自身力量恒久称霸业能够只靠自身力量恒久称霸，，也没有哪也没有哪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依靠打压他人实现提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依靠打压他人实现提
升自身技术水平的长远目标升自身技术水平的长远目标。。所谓技术封所谓技术封
杀杀、、技术讹诈技术讹诈、、技术勒索不是创新的本质技术勒索不是创新的本质，，
唯有倾听唯有倾听、、协作协作、、交流和思想碰撞才是创新交流和思想碰撞才是创新

动力的源泉动力的源泉。。
随着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随着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进博会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进博会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
博览会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博览会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多数连在多数连
续续33年参展的装备企业眼中年参展的装备企业眼中，，进博会早已跻进博会早已跻
身世界级技术装备交流舞台身世界级技术装备交流舞台。。

技术创新没有国界技术创新没有国界，，靠打压和封锁既不靠打压和封锁既不
能阻止一个国家新技术能阻止一个国家新技术、、新装备的进步新装备的进步，，更不更不
能锁住世界各国科技和经济交流的需求能锁住世界各国科技和经济交流的需求。。在在
开展首日开展首日，，当看到当看到77万平方米展区里参展商万平方米展区里参展商
互相微笑着畅谈交流互相微笑着畅谈交流，，听到听到““合作合作”“”“开放开放”“”“共共
赢赢””已经成为技术装备展区近已经成为技术装备展区近340340家参展商家参展商
说得最多的关键词时说得最多的关键词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今后
各国企业特别是世界各国企业特别是世界500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的参展意愿将更强的参展意愿将更强，，进博会未来的进博会未来的““回头率回头率””
会更高会更高。。

技术创新更需合作共赢
□ 周 琳

进博会每年都会进博会每年都会
迎来新朋友迎来新朋友。。作为国作为国
际大粮商之一际大粮商之一，，营养领营养领
域及农产品加工贸易企域及农产品加工贸易企
业业ADMADM（（艾地盟艾地盟））今年是今年是
首次参加进博会首次参加进博会，，经济日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报记者采访了ADMADM亚太亚太
区总裁刘宇翔区总裁刘宇翔。。

刘宇翔表示刘宇翔表示，，对对ADMADM来来
说说，，参加进博会是向中国客户和参加进博会是向中国客户和
中国市场展示企业产品与业务的中国市场展示企业产品与业务的
绝好机会绝好机会，，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国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国

市场市场，，推动公司业务健康发展推动公司业务健康发展。。
ADMADM在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在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展示了公司农产品贸易展区展示了公司农产品贸易、、人类营人类营
养养、、动物营养动物营养、、淀粉及淀粉衍生物等产淀粉及淀粉衍生物等产

品和解决方案品和解决方案。。其中其中，，益生菌益生菌 CECE--
CTCT81458145、、柑橘油作为柑橘油作为ADMADM首次参展进博首次参展进博
会的特色展品与现场观众见面会的特色展品与现场观众见面。。除参展外除参展外，，
在进博会期间在进博会期间，，ADMADM还将与多家中国合作还将与多家中国合作
伙伴举办项目合作签约伙伴举办项目合作签约。。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全球贸易
形势错综复杂形势错综复杂，，ADMADM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参加进博会期参加进博会，，就是为了展现公司对中国市就是为了展现公司对中国市
场的信心场的信心。。””刘宇翔说刘宇翔说，，““进博会为进博会为ADMADM等跨等跨
国企业提供了交流沟通与经贸合作的绝佳平国企业提供了交流沟通与经贸合作的绝佳平
台台。。中国是中国是ADMADM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一。。ADMADM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平台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平台，，与中国市与中国市
场一起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场一起推动全球贸易复苏。。””

刘宇翔表示刘宇翔表示，，ADMADM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十分稳健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十分稳健。。例如例如，，在农产品在农产品
贸易方面贸易方面，，ADMADM中国市场业务量约占公司总业务量的中国市场业务量约占公司总业务量的1515%%，，且呈连年递增势且呈连年递增势
头头。。未来未来，，ADMADM还将持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还将持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将加将加
大在供应链等方面的投入大在供应链等方面的投入。。在营养类产品方面在营养类产品方面，，将加大创新投入将加大创新投入，，重点打造健重点打造健
康类和功能性食品康类和功能性食品。。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市场对优质农产品和高蛋白食品中国市场对优质农产品和高蛋白食品
的需求正在明显增加的需求正在明显增加。。我相信我相信，，未来中国市场将有力推动未来中国市场将有力推动ADMADM实现业务增实现业务增
长长。。””刘宇翔说刘宇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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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图为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③③ 在第三届进博会的技术在第三届进博会的技术
装 备 展 区装 备 展 区 ，，约 翰 迪 尔约 翰 迪 尔 88RR 系 列系 列
200200——300300 马力拖拉机吸引了众多观马力拖拉机吸引了众多观
众的目光众的目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琳琳摄摄

图图④④ 日本三华公司展出的日本三华公司展出的““自自
动破袋分拣机动破袋分拣机””，，分拣率目前可达分拣率目前可达 9595%%
以上以上，，可可以分拣混入厨余垃圾中的塑以分拣混入厨余垃圾中的塑
料料、、金属金属、、陶瓷等异物陶瓷等异物，，还可将罐头中的还可将罐头中的
食品挤出食品挤出，，最终分离出包装和可以再利最终分离出包装和可以再利
用 的 食 品 残用 的 食 品 残 渣渣 ，，全 流 程 自全 流 程 自 动化动化 、、智智
能能化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子源郭子源摄摄

图图 ①① 兄兄
弟弟（（中国中国））商业有限公商业有限公

司带来了司带来了““电脑绣花电脑绣花、、缝纫缝纫
一体机一体机””。。该机器配置了该机器配置了77英寸英寸

超大彩色超大彩色LCDLCD触摸显示屏触摸显示屏，，内置自动内置自动
调整压脚压力系统调整压脚压力系统，，共有共有227227种绣花花样种绣花花样、、

715715种缝纫针迹备选种缝纫针迹备选，，更加契合用户的居家缝纫更加契合用户的居家缝纫、、
手工创作手工创作、、绣花绣花DIYDIY等需求等需求。。

图图②② 塔尔曼公司推出的塔尔曼公司推出的““双翻长材折边机双翻长材折边机””，，
亮点之一是动力控制轴技术亮点之一是动力控制轴技术。。该技术将所有的该技术将所有的

力平均分配到所有的动作轴上力平均分配到所有的动作轴上，，从而避免从而避免
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扭曲扭曲””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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