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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

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记者周琳)服务
领域，活跃在进博会新闻中心的“豹小秘”，为参
会人员提供智能引领、服务接待、讲解咨询；工
业领域，焊接、检测等工业机器人既能完成复杂
的车身精细化扫描，搬运、协作等功能也不在话
下……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各国工
业和互联网巨头都带来了人工智能(AI)技术，

在中国“首秀”。

中国落地场景受跨国公司青睐

作为一个诞生了 60 多年的词汇，人工智能

的发展已经历过多轮起伏，此轮“AI 热”最大的
特色就是落地。一系列“+AI”的场景真正走到
行业中，解决痛点、提高效率。

在卡尔蔡司的展台上，机器人正在对车身
进行精密检测，让车身从抽检变成 100% 覆盖。
来自德国的机器人企业库卡把智能工厂的
“mini”版搬到了现场，机械手臂联合作业，向观
众展示机器人的灵活、高效和精密，完成中国
“首秀”。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
江兵说，从设备成本上来看，“+AI”的数字化工
厂的一次性采购成本肯定更高。但是，智能工厂

的特色就在于，有了大数据和 AI 的加持，后期
的维护、维修等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从整体财务
上看，“+AI”可以更省钱。

“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和更多的中国下游
企业合作，创造更多的需求，在帮助中国企业转
型升级中获得商机，一起把蛋糕做大；在服务机
器人领域，中国庞大的市场是最好的支撑，全球
企业都可以分享中国扩大开放带来的新机遇。”
王江兵说。

当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开启更多应用场
景后，智能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国际合作已是
“标配”。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表
示，高通在南京、重庆等地都建立联合创新中
心，还建立了风险基金，将助力中国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

全球智能创新在华同频共振

如果在医疗设备即时采集并上传你的心电
图信息后，AI 医生能第一时间初步判断，并将
结果交给三甲医院的医生，作为辅助参考，检查
还需要去大医院吗？在智能与高端装备馆，美国
GE 公司就带来了这样的心电图解决方案。

在 GE 医疗生命健康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经
理周怀宇看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医联体的
建设，解决基层医院医生少等问题，人工智能大
有可为。

“单就 AI 技术，我们感受到中国和发达
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
以及愿意尝试新产品的企业和政府。”周怀
宇说， GE 的很多 AI 技术探索、应用在中国
和发达国家是同时探索、同步上市，政府部
门积极制定游戏规则，可以让这些人工智能
技术更快、更好地服务更多人。

在 6 日召开的智能科技与产业国际合作论
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说，中国人工智
能正在驶入快车道。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工业和
服务机器人进入实际应用，一些新模式、新业态

不断涌现；产业生态持续完善，中国人工智能
的企业已经超过 1000 家，初创企业崭露头
角。

“中国是制造业和互联网大国，将为全球
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场景，中国政
府也欢迎跨国机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企业，
共享中国发展红利。”苗圩说。

中国人工智能，快跑

既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模式，
也为中国 AI 企业创造更多的国际合作机
会。

“我们的活跃用户里，80% 来自海外，全
球资源整合和技术组合是我们非常关注
的。”猎豹移动首席执行官傅盛说，目前没有
人能定义“机器人”的模样，所以 AI 服务机
器人的出炉过程中，公司在美国、以色列寻
找顶级供应商，这个产品其实是全球创新的
结合。

这种国际融合正不断加速。借着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的东风，9 月 17 日，上海就迎来
了一批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项目的集中签约。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微软、亚马
逊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将在上海设立人
工智能科研机构。

以“广邀英才、全球交流”的平台，寻找
“中国方案”与“世界智慧”，助力经济密度的
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高品质生活、保
障城市高效安全运行，共同迎接 AI 新时代，
进口博览会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秀
场”。

傅盛预测，最适合走出去的 AI 产品应
该是软硬一体的。单纯的软件有可能会“水土
不服”，但硬件产品做适配后很适合以标准化
的方式，出海探路。“互联网的发展，让中国磨
练出一大批应用型人才，将在 AI 的新舞台
上，加速奔跑。”

进博会正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秀场”
揭秘进博会上“+AI”的国际范儿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
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
这儿！”习近平主席 5 日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发表主旨演讲，以大海作比，展
示出中国经济的坚实底气和坚
定信心。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
不是一个小池塘。”这是当下对
中国经济最生动的比喻。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
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
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
小康，7 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
潮流，中国经济这片大海擘画出
澎湃激荡的壮阔图景。

大海之大，在其辽阔深邃。

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和世界最
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的城乡区域，庞
大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经济广
阔的发展空间。从经济表现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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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
无愧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大海之大，在其澎湃动力。

风雨或许会短期内打破海面的
平静，但海水汇流前进的动力
却绝不会因此而扭转。40 年来，
改革使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
深刻变化。上亿户市场主体 、
2700 多万家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持续迸发，9 亿多劳动力资源、

超过 1 . 7 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
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不断释放红
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
益增长……这是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是不
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大海之大，在其开放包容。
40 年来，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
国的鲜明标识。从修订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到降低汽车、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
税，从加大力度减税降费，到优化营商环境，以开放倒
逼改革，中国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共建“一带一路”扎实
推进，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预计未来 15 年
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
亿美元，中国的开放不仅发展自己，更造福世界。

大海壮阔汹涌，风风雨雨在所难免。当前国际国内
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
题，一些领域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增
多，一些领域风险挑战增大。

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只能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解决。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向世界释放一系列重磅改
革开放举措：进一步降低关税，教育、医疗等领域放宽
外资股比限制，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抓紧研究提出
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再次以实
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改
革的步伐一往无前。

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前进，这是历史
带给我们的鲜明经验和启示。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加快转入高质量
发展轨道，中国经济这片大海，必将永远浩荡澎湃。
(记者安蓓、张辛欣、陆文军)新华社上海 11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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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记者杨金志、郭
敬丹、朱翃)作为主办方，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国家展上设立了中国馆。占地约

1500 平方米的中国馆，取名“共羽华平”，向世
界展示着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复兴
号的“中国速度”、会动的绿水青山图、中欧班

列电子沙盘、港澳台展区等，令中国馆看点十
足。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局长吴政平介绍，
中国馆的设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充分结合进博会“新时代，
共享未来”的主题，注重大气和开放。“整个中国
馆内部没有设置一面墙，也没有打任何隔断，完
全是通透的、开放的。”他说。

中国馆位于进博会国家展的东北角，步入
馆内，丰富的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品最多的
“创新”单元，以复兴号高铁和国产大飞机为代
表的创新元素悉数亮相。复兴号高铁体验舱模
拟驾驶台，可以让观众过一把“高铁司机瘾”，吸
引了不少参展商代表。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司机控制器在
实际工作中是用来训练新司机的，通过操控拉
杆可以控制列车的加速和减速。模拟驾驶台正
前方大屏幕上显示着北京到上海的模拟高铁轨
道画面，最上方不断变化的数字则是当前“列
车”的时速，这也是令中外宾客赞不绝口的“中
国速度”。

中国馆不是单纯的成果展，而是将理念诠
释与成果展示相结合。馆中，一块大屏幕上显示
的动态绿水青山图是浙江省安吉县，这是美丽
中国的缩影，体现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展示着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的行动
和成效。

“中国馆的展示非常有趣，而且全面展示了

中国的发展成就，让人印象深刻。”来自国际
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索特罗说。

被喻为“一带一路”钢铁驼队的中欧
班列元素也出现在中国馆里。一块中欧班
列电子沙盘，展示中欧班列开行的路线、
班次、运送的货物等。中欧班列是“一带
一路”合作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建设的重
要纽带，本届进口博览会有很多展品也是
搭载中欧班列来到上海的，与中国消费者
近距离接触。

中国馆里设有港澳台展区。香港展区以
“香港进”为主题，以香港作为国际经贸、物流
及航运中心为重点，展示香港不断进取的勃
勃生机。澳门展区以“澳门荟”为主题，以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为展示重点。台湾展区则以“台湾亲”
为主题，展示大陆扩大自台进口等惠台经贸
政策措施、两岸经贸交流发展成果、两岸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愿景等内容，体现着“两岸一家
亲”的浓浓温情。

“我们展示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是想
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
带来了广阔机会，帮助各国发展得更好。”吴
政平说，中国馆取名“共羽华平”，传递开放、
融通、共享理念，蕴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期许，也昭示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

八方来客 共羽华平
走进开放通透的进博会中国馆

▲德国库卡公司的一架协作机器人在展台上展出（11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11 月 5 日上午，世界上

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 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盛大启幕。

进口博览会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展区吸引了一

批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许多企业借此机会推

出各式各样的“世界之最”产

品，一些细分领域的翘楚也

贡献了填补行业盲点和空

白的“世界首款”，引起观众

对未来医疗健康领域前景

的无限憧憬。

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

记者张玉薇摄

尖端医疗器械

亮 相 进 博 会

▲ 11 月 6 日，瑞典医科达公司的高场强磁共
振放疗系统 Elekta Unity 。该款诊断级磁共振成
像系统与先进的放疗加速器有机结合，可以在肿
瘤放疗治疗的过程中实时、高分辨率地显示和追
踪肿瘤的变化。

▲ 11 月 6 日，美时医疗（美国）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为参观者介绍世界首台婴幼儿专用核磁共振仪。

该设备填补了这个领域的市场空白，体型轻巧，成
像分辨率高，更方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使用。

▲ 11 月 6 日，日本欧姆龙公司工

作人员在展示厚度仅 25 毫米的可穿

戴式血压计。

▲ 11 月 6 日，美国美敦力公司工作人员
展示全球最小的心脏起搏器。它也是全球首款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体积仅有胶囊大小，重量
仅 2 克。

▲ 11 月 6 日，日本欧姆龙公司工作

人员展示首次在中国亮相的新款温热低

频治疗仪。该款产品搭载国际疼痛学会定

义的能有效缓解女性生理痛的按摩频率。

▲ 11 月 6 日，美国美敦力公司工作人员展
示采用智能算法的混合闭环胰岛素泵。该产品
能够根据实时动态血糖曲线调整基础胰岛素输
注，并且在低血糖事件发生前停止胰岛素输注，
实现接近“人工胰腺”的功能。

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记者刘丽娜、谢鹏)千纸
鹤的环绕中，一个机器人握着精美折扇“翩翩起
舞”———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智能制造展区，日本三
菱电机公司的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许多参观者纷纷
举起了手机……

说起来，三菱和其他约 450 家参展商的出现，使日
本成为本次参展企业最多的国家。日本代表团团长矶
崎仁彦告诉记者，中国已经迎来消费升级，日本企业要
通过展览更好地理解“中国需求”，更好地为中国用户
提供产品和服务。

不仅是日本，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
36 个成员国皆有企业前来。本次展会的最重展品“金牛
座”龙门铣足有 200 吨，就出自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
两架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直升机，也成了展会的“网红”。
美国波音公司带来的，则是巨大的航空发动机模型。

宽敞的服务贸易区，多为来自欧美的世界 500 强
公司所占据。美敦力全球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美
时医疗世界首创的婴儿专用核磁共振仪等医疗器械令
人惊叹不已……还有像 WeWork 这样的美国新经济
企业，向参观者展示着共享经济时代的全新商业理念
和实践。

加拿大农业和农产食品部长麦考利对扩大向中国
出口信心满满，率领超过 600 人的参展团来到上海。英
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
五次访华，为英国企业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牵线搭桥”。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则说，在中国做事宜早不宜晚，法国
企业要努力争第一。

其实，在这个汇聚世界的“进博会大舞台”上，并不
只有三菱的机器人在“独舞”。展会吸引了全球 172 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600 多家参展公司。不论是发
达国家的企业，还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家，

都在秀出自己的精彩“舞步”。随手拈来，就有俄罗斯的
“冰莓”甜品、巴西的“典范”浓茶、叙利亚的橄榄肥皂、
肯尼亚的稀有玫瑰……

伴着命运交汇的协奏曲，这曲跳在上海滩的“世界
舞”定会越发迷人。

“上海舞步”共翩跹

▲ 11 月 5 日，一名格鲁吉亚政府代表团成员在中国馆内体验驾驶高铁。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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