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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进博会

　　上海西郊，美丽的“四叶草”。世界
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是第
四个年头。
　　四年来，进博会变了很多，但有些
特质，始终未变。在变与不变之间，进博
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
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愈发凸显，全球共
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更加清晰。

形式在变，初心不变

　　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从第一届
的七大展区，到第四届的六大展区。国
家展从线下举办，到首次移师线上举
办。四年来，进博会的展区设置和展览
形式，发生了一些动态调整。
　　这些调整，有的是根据形势需要。
比如，从第三届开始，进博会在医疗展
区里设立公共卫生防疫专区，为全球
抗疫贡献“进博力量”。第四届进博会
在技术装备展区首设约 7000 平方米
的集成电路专区，展示中国深化集成
电路产业全球合作的决心。
　　有的是基于政策突破和制度创
新。比如，第四届进博会在服务贸易展
区首设文物艺术品板块，一举成为本
届进博会上颜值最高、最为吸睛的展
区 之 一。这 个 新 亮 点 的 诞 生 ，源 于
2020 年的一项政策突破：根据相关通
知，进博会期间每个展商销售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类展品，可享受 5 件以
内相关免税优惠政策。
　　不管形式怎么变，进博会所坚持
的“新时代，共享未来”这一初心，从没
有改变。
　　 20 多平方米的小展台，没有复杂
的数字光影技术，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循环播放产品介绍。来自阿富汗的地毯
商阿里说，只要卖出一张大幅的手工羊
毛地毯，就能保障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
一个普通家庭近一年的生活。
　　“中国市场让阿富汗的乡亲们看
到希望。”阿里朴实的话语，是进博会
初心的回响。统计显示，有 90 家来自
33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选择参加
第四届进博会。在进博会“惠全球”的
理念下，世界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从历久弥新的百年老店，到勇立

潮头的初创公司；从实力雄厚的世界
500 强，到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
业……越来越多的进博故事，成为中
国市场是“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
大家的市场”的鲜活写照。

环境在变，韧性不变

　　过去一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有增无减：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

景下，第四届进博会规模更大、质量
更高，令人印象深刻。
　　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只要
来进博会场馆转一转、看一看，就能
体会到：进博会，是感受中国经济韧
性最鲜活的场景之一。
　　民以食为天。每年的进博会，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都是最“香”的展
区。14 亿多人口和 4 亿以上中等收
入群体的中国市场，蕴藏着任何人
都不能错过的消费升级潜力。
　　一个个小小的“果盘子”，就能
看出中国消费的韧性。“前三届的进
博会上，我们陆续首发了一些新品，
比如，巴西甜瓜、菲律宾牛油果等，
相继成为‘爆款’。”都乐中国品牌总
监王娜说。今年进博会的“果盘子”
又上新了：紫色表皮的鸡尾酒番茄、
一根吸管就能开启的椰子、香甜浓
郁的比利时红啤梨……中国的消费
市场“芳香四溢”。
　　中国经济韧性十足，中国机遇不
容错失，这已成为各家展商的共识。
　　很多人还记得，第二届进博会上，

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马达加斯加展
商，雇佣当地村民赶着牛车，把这个岛国
的特色农产品运出产地，才来到中国。
　　今年，这类参展故事又有了新
版本。
　　“这 21 天，值得！”法国智奥会展
集团驻中国代表、大中华区联合总裁
吉娜思这样说。
　　为了能参加本届进博会，她提前
完成了“14+7”的集中隔离、社区健康
监测和相应的核酸检测。“进博会不单
是新产品、新服务的展示平台，更是行
业乃至跨行业交流盛会，也是我们在
中国发展的‘加速器’。我们一定不能
缺席！”吉娜思说。
　　特殊之年的进博会，用极具韧性
的表现，给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
和正能量。

面孔有变，期待不变

　　打开一扇门，迎接八方客。第四届
进博会有 58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
参加国家展，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3000 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
　　四年间，迎来送往，老朋友来了又
来，新朋友慕名而至。进博会的“朋友
圈”一再扩容，面孔一直有变，但每张
面孔透露出的期待从未变过。
　　连续四年参展的吉普品牌中国区
副总裁丁愚坤说：“中国市场对我们来
说意义非凡，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
下，我们也要优先保障中国市场供应。”
　　新朋友来了，看中的就是这个“朋
友圈”。“在本届进博会上，德州仪器与
多家工业、汽车等领域的客户签署合
作备忘录，再次扩大‘朋友圈’。”德州
仪器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姜寒说，中国
高水平开放，打通了国内和国际两个
市场。怎样理解中国的新发展格局？进
博会是一个绝佳窗口。
　　这扇窗的风景必定秀丽，否则怎能
引得各路展商一来再来？前脚进博会上
秀展品，后脚随即变“爆款”；曾经酒香藏
深巷，进博一朝天下知；原来还道是“新、
奇、特”，如今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年进博会上，一个小插曲令人
印象深刻：由于首发产品太多，新品发

布平台的展示时间被压缩到 20 分
钟，不少企业负责人小跑着上台演示，
争分夺秒“秀”风采。
　　进博会四年间，这样的故事一再
发生，折射出四海客商对于中国大市
场的期待。这种期待，四年不曾动摇，
甚至愈发坚定。

数字在变，真诚不变

　　“感谢成都成高阀门有限公司惠
购！”——— 进博会接近尾声，成交陆续
敲定，在技术装备展区一家意大利企
业的展台上，挂出了这么一幅洋溢着
喜悦的横幅。
　　“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
扩大开放，中国向来是行动派，进博会
就是最好的见证。
　　 7 亿美元！5 日一早，进博会企业
展开幕不过 1 个小时，上海交易团首
单“诞生”。紧接着的 6 日，河南省成交
490 亿元“大单”，还有广西、浙江、安徽
等“买手团”陆续跟进……
　　第一届进博会意向成交 578.3 亿
美元，第二届 711.3 亿美元，第三届
726.2 亿美元。每届进博会上，成交数
字在变，不变的是采购商的拳拳诚意
和中国市场的热情拥抱。
　　宁夏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疫情没
有阻挡宁夏交易团的脚步，在进博会这
么好的平台面前，我们不能缺席。“这次
我们带着石嘴山、固原等地符合条件的
企业来进博会洽谈。”
　　截至 8 日下午，上海百联集团签
约项目 33 个，签约总额达 11.57 亿
元，意向采购金额较去年同比上升超
过 10%。
　　回馈这种真诚，越来越多的进博
会参展商，选择用中国元素跟中国消
费者“打招呼”：
　　全球首发的乐高悟空小侠新套
装，服饰里透着东方古典舞蹈的灵感。
爱茉莉太平洋全球首秀的防脱系列洗
发产品，配方中的铁皮石斛、人参等让
中国消费者感觉很亲切。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举办一届高水
平的进博会，让世界更加理解“世界
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的发展逻辑。
  （记者杨金志、何欣荣、周蕊、王默
玲、王辰阳、周圆、桑彤、龚雯）
   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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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邀，应者如云；互利共赢，
共创未来。
　　在第四届进博会上，58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127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家参展商亮相企
业展。在中国举办的这一全球贸易盛
会，各国客商展示首发新品，洽谈贸易
投资，共叙合作机遇，奏响了一曲“美
美与共”的共赢交响曲。

“云端”相会，共襄盛举

　　第四届进博会一大亮点，是首创
“线上国家展”。
　　进入网站，循着鼠标的轨迹，图
片、视频、3D 模型依次展开，各参展
国的发展成就、优势产业、文化旅游、
代表性企业一览无余，真正实现了“足
不出户，遍览全球”。
　　爱琴海、热气球、橄榄油、传统特
色地毯……进入土耳其的线上国家
展，浓厚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土耳其
贸易部副部长图拉加伊表示，作为“一
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土耳其希望
通过这次进博会促进对华商品和服务
贸易，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合作。
　　在希腊线上展示的企业列表里，
参展商乔治代理的酒厂赫然在列。“线
上展览无疑能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了解
我们的产品。”乔治表示，面对中国消
费升级的大趋势，把希腊最好的橄榄
油、美酒、蜂蜜推荐给中国消费者才是
他最大的兴趣。
　　据悉，今年有 15 个国家线上参
展，其中，刚果（布）、基里巴斯、毛里求
斯、所罗门群岛、巴勒斯坦 5 国是首
次参加进博会。由于疫情影响，这些国
家难以参加线下展，线上国家展为他
们参与这场全球盛宴开辟了“云窗
口”。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认为，前三届进博会体现出的“四大
平台”作用和参会各国取得的丰硕成
果，是吸引这些国家今年参加进博会
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通过参加进博会都能有所获、有所得，
都深切体会到了开放市场的吸引力。
　　爱尔兰今年也以线上形式参与进
博会。爱尔兰驻华大使安黛文表示：

“进博会一如既往地释放了令人鼓舞
的信号，表明了中国对扩大对外开放
的坚定决心、对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基
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这完
全符合爱尔兰的利益。”

线下合作，共享机遇

　　在 1.1 馆入口处，塞尔维亚工商
会展台上“与中国分享我们最好的”几
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这句标语得到了波兰参展商米哈
尔·比勒维奇的高度认可。在塞尔维亚
参展商那里，他找到了“记忆中的味
道”——— 一种由杏、李子等酿造的白兰
地，被誉为塞尔维亚的“国酒”。
　　“这种酒在欧洲非常有名。上大学
时我第一次喝，从此深深爱上了它。我
在中国生活 12 年了，没想到在进博
会能买到！”比勒维奇拍拍手里的酒
盒，话语间满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比勒维奇是波兰运动营养品牌傲
力健的高级驻华代表。今年 9 月，傲
力健与国药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在第四届进博会的舞台上，两家企业
完成合作后的“首秀”。
　　“中国市场未来将是我们的重要
增长点。”比勒维奇坦言，近几年，中国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成效显著，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这是傲力健看好中国
市场的重要原因。
　　各式各样的咖啡豆、乳木果油、干
辣椒、手工艺品……在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一角，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

的图片，仿佛把人带到遥远的非洲国
家卢旺达。
　　“这是我们第四年参加进博会
了！”卢旺达共和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沙米尔说，进博会是实现双赢的平台，
不仅有助于卢旺达企业拓展中国市
场，将优质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出口
到中国，也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卢旺达，
吸引他们前来旅游、投资。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行走于进博会各大展厅，仿佛是
一场浓缩版的环球旅行。
　　在这座世界“会客厅”里，外国客
商不仅能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更能
集中接触到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最前
沿的创新成果，与全球商业伙伴往来
洽谈，共享最优质的商业资源。
　　在技术装备展区，几个迷你展台
组成的“创新孵化专区”成为一道独特
的风景。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节能
环保、工业自动化等高精尖领域的合
作讨论在这里交替进行。热络的场景，
让人期待下一个“独角兽”的诞生。
　　“未来，中国市场将是我们全球业
务增长的重点。”第一年来参加进博
会，芬兰软件企业 Qt 大区销售总监
吴坚兴奋地告诉记者，进博会不仅开
启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更为
企业搭建了与全球合作伙伴对话交
流、扩展业务的绝佳平台。
　　据悉，第四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
接会上，已有上千家中外企业通过线
上线下一对一的洽谈达成超 200 项
合作意向，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收获了大量订单，合作进一步深化。
　　“这几天，已经有不少潜在的合作
伙伴跟我们对接啦！”在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瓦努阿图参展商纳斯向记者展
示着来自故乡的各色特产，“在这里，
我们有信心发现更多商机。”
　　连续四年参加进博会的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今年带来 128 家日本企业
和团体参展，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该机构表示，进博会吸引众多采购商
前来，为国际合作提供宝贵的洽谈平
台，已成为日本企业面向中国市场宣
传商品的重要渠道。
　　中国搭台，世界合唱。越办越好的
进博会让人们更坚信：开放合作是应
对挑战的唯一出路，唯有携手并进，才
能共克时艰，共享光明未来。
   （记者马卓言、潘洁、邵艺博）
    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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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番登台的“首发首展”新品活
动、频频签下的合作大单、争相许下的
第五届进博会“未来之约”……第四届
进博会展馆内连日来的火热景象，成
为强劲“进博磁力”的生动写照。全球
企业共赴“进博之约”，用实际行动为
中国经济投出“信任票”，彰显中国经
济强大的吸引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关键当口，中国在进博会上持
续发出“开放强音”，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20 年的发展成效也充分证明，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鉴往知来。历时四届进博会，再回
顾入世 20 年，一个鲜明信号是：中国

“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会坚

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共创美
好未来。“越办越好”的进博会也将持
续显现强大磁力。
　　“进博磁力”持续显现，根本原因在
于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新
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持续
带来新机遇：进博会上，“低碳”“绿色”等
关键词随处可见，“首发首展”新品更加
突出科技含量，新国潮、个性定制、艺术
精品等升级类消费备受关注……复杂变
局下，中国经济坚定转型升级，不断激发
的市场潜力为各国创造更多需求。
　　“进博磁力”持续显现，生动表明
庞大中国市场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
重要“稳定器”。14 亿多人的超大市场
谁都不想错过——— 首届进博会意向成
交 578.3 亿美元，第二届为 711.3 亿美
元，第三届达 726.2 亿美元。不少参展
商跋涉万里、隔离 21 天也要参展；参
展企业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百年老
店，也有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
业，美国企业参展数量始终居进博会
前列，境外中小企业组团参展企业数

量比上届增加 30% ……通过进博
会，中国展现了主动同世界分享发
展红利的胸怀，中国开放的春风也
温暖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给
各国参展企业带来希望和信心。
　　“进博磁力”持续显现，有力昭
示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决
心。进博会每年都发出扩大开放的

“东方之诺”，中国言必信、行必果。
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
墙”而不是“筑墙”，中国始终顺应经
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在开放中创
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展现了
致力于消除发展鸿沟、共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大国担当。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进博会的盛况有力证明了这个朴素
的道理。中国搭台，世界合唱，进博
会作答时代命题，路路相通、美美与
共，不断书写“新时代，共享未来”的
精彩故事。
      （记者韩洁、屈婷）
   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

“进博磁力”彰显中国经济引力

　　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记者
宿亮、陈莹、王申）正在举行的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消费品展区
角落里一幅不起眼的木板彩绘画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这幅画描绘的是中东
地区古罗马石柱的历史遗迹。它的作
者是一名叙利亚艺术家。
　　画作所在展台位于叙利亚进口馆。
展台负责人董晶岩告诉新华社记者，叙
利亚民间组织资助建立了手工作坊“东
方之家”，让身处连年硝烟战火下的艺
术家们能够有机会维系艺术创作。闻知
这个故事后，连续参加四届进博会的叙
利亚进口馆找到“东方之家”，把这幅画
作带到了第四届进博会。
　　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和金融处负责人孜亚德·梓伊童说，叙
利亚传统产品和艺术历史悠久，进博
会可以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了解并喜
爱叙利亚产品。对于叙利亚来说，进博

会“充满智慧”，非常成功。
　　“希望我们两国合作一切顺利！我
们是巴铁！”在记者的镜头里，巴基斯
坦参展商哈比兴奋异常。
　　哈比在进博会上展出了喜马拉雅
盐矿制作的盐灯。在进博会正式开展的
第三天下午，哈比骄傲地告诉记者，盐
灯“全都已经卖光啦”，还接到了大量预
售订单。哈比说，此前两年，他都是作为
观众参加进博会。看到进博会带来的巨
大商机，哈比坚定了参展信心，终于在
第四届进博会上取得了“开门红”。
　　哈比说，下届进博会他还要来，不
仅要带来更多巴基斯坦产品，还希望
能找到中国代理商，把生意做到全
中国。
　　当记者找到卢旺达姑娘乌姆霍
扎时，她刚刚接待完一波客商，正抽
空在展台上吃冰激凌。她是第四次参
加进博会了。首届进博会上，来自卢

旺达的展品只能在一个最小标准
展台展出。如今，随着展品增加，展
台面积已经翻了四番。说到最具特
色的产品，乌姆霍扎向记者推荐卢
旺达牛油果油。
　　乌姆霍扎说，进博会是一个大舞
台，不仅向中国消费者介绍卢旺达优
质产品，还向全世界推介卢旺达国家
形象，展示那一国度的美景、美物。
　　从一幅木板彩绘画，到喜马拉
雅盐灯，再到非洲牛油果油……进
博会是商品的集汇，更是希望的起
点。本届进博会上，有 90 家来自 33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参展。进博
会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世
界带来共享机遇。国家可以有大小、
境遇可以有起伏、距离可以有远近，
但开放型合作平台、开放型世界经
济是各国民众的共同期待。
      （参与记者：周蕊）

一件产品·一个国家·一份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