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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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博览会吸
引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有超过5000件展品在中国市场首秀。

进口的东西大家见得多了，进口博览会上的展品有何“稀奇”？各地交易团的“买买买”中有何门道？普通百姓如何分享博
览会带来的开放“红利”？“新华视点”记者为你一一揭晓。

首届进博会有哪五大

看点五 功能
线上线下互动

30个交易平台助力“买买买”

普通消费者如何参与进口博览
会？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虽然进口博览会主要针对专业采
购商而非个体消费者，不过不用担心，
为发挥博览会的辐射功能和溢出效
应，有关方面之前已推出首批30个“6
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

距虹桥交通枢纽1公里的虹桥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总面积达60万
平方米。中心的商品销售区参考进博
会展品分类，主要有消费电子、服饰箱
包、日用消费品、化妆品等，原则上按
照一楼一品类分区，商家以专营店、特
卖店等形式入驻展示销售。

除了线下展销平台，包括天猫国
际、苏宁、网易考拉和洋码头等跨境电
商平台，纷纷借博览会契机开展“全球
购”。记者从苏宁控股集团了解到，通
过进口博览会，苏宁将至少引进1000
余种国内市场尚未销售的进口产品和
服务，今后3年拿出100亿欧元用于
全球采购。

不仅买便利，还要买实惠。上海
市交易团在进口博览会上采购的商
品，可以通过联盟的渠道分销到全国
各地。”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看点一 展品
从食品到药品 从电器到汽车
逾5000件展品在中国首秀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
展分为七大展区：消费电子及家电、
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汽车、智能
及高端装备、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

这些展品中，既有有形的商品，
又有无形的服务；大到近200吨重
的龙门铣，小到与硬币相当的心脏
起搏器；高端如价格近2亿元人民
币的意大利直升机，朴实如墨西哥
的辣椒酱、菲律宾的芒果干……

细数起来，一连串的“最”，讲述
了这些展品漂洋过海来中国的故事：

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
地面积达200平方米……博览会上

“吨位”最大的展品是德国机床设备
“金牛座龙门铣”。然而，“大块头有
大智慧”，其精度达到4微米，能加
工各种复杂零件，在汽车业、航空航
天领域都可适用。

展会上还可见到全世界最小的
心脏起搏器、最薄的血压仪、最快的
免疫分析仪、“会飞”的汽车……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国家会展中心董事长孙成海
说，进博会要成为参展企业全球
新品首发的平台。

看点二 交易
全国近40个交易团整装待发
精准采购提速高质量发展

从权威部门传递的信息看，首届
进口博览会将追求实实在在的成交。
目前，全国各地、中央企业、相关部委
等已组建了近40个交易团，数十万采
购商列好清单整装待发。

坐拥主场之利的上海市交易团，
目前的采购商超过1.5万家，采购意
向包括生产装备、医疗设备、化妆品、
奶制品等，仅生产装备的意向采购额
就达到1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市交易团下设10个重点企
业交易分团及16区交易分团，将围绕
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积极促成高端装
备、服务贸易等方面的采购。

由90多家央企组成的中央企业交
易团，目前已拟定采购计划。以大飞机
为例，其零件数多达300万至500万个，
释放出的采购商机达千亿元人民币。

药品器械是我国进口的重点，也是
守护百姓健康的物质基础。包括婴幼
儿专用核磁共振仪、可穿戴血压计等医
疗器械，抗癌新药、罕见病药物等药品
都将出现在博览会上。有供给也有需
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交易团，包括
国家卫生健康委属（管）44家医院和中
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等，计划在博览会上进行精准采购。

看点三 科技
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

勾勒未来生活图景

“万物互联”的智能工厂解决方
案、可与人协作的工业机器人、氢燃料
电池汽车……一批最“聪明”、最“绿
色”的产品，计划通过博览会的“跳
板”，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能想象吗？以胶卷起家的日本富
士胶片，借助科技力量完成了大转型，
此次的展台主要分医疗健康和高性能
材料两大块。富士胶片（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裁姚佳锋说，富士胶片
的展品包括最尖端的用于乳腺癌早期
诊断的产品，以很小的剂量实现高精
度的早期病变诊断。还有将人工智能
和传统影像技术结合的产品，方便X
射线医生更早诊断病情。

在进博会主宾国英国馆内，借助
新一代AR镜子，观众可与经典动画
角色见面、互动甚至合影。通过新兴
VR技术，观众可以踏上360度全方
位的3D视频和音频之旅，置身于盛
大的管弦乐队表演“现场”，感受尖端
科技带来的震撼体验。

德国采埃孚的自动驾驶“大脑”、
韩国SK海力士的芯片、美国惠而浦
的智能厨卫电器，跨国电子巨头齐聚
进口博览会，勾勒出一幅未来智能生
活图景。

看点四 保障
“以展促销”

20多项便利化措施落地

为保障进口博览会的顺利开展，
在海关总署等部委支持下，上海前期
提出的20多项创新举措基本落地，
包括允许展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
放行展品、延长展品有效期至 1年
等。上海海关表示，“以展促销”是进
口博览会的特色，海关正在完善监管
措施，便利展品在展后结转为保税仓
储货物。

根据财政部最新通知，对首届进
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
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70%征收。

意大利戴蔚公司计划展出三款主
打装备产品。戴蔚（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克说：“通过展前的对接，戴
蔚产品‘找新家’已经有了眉目，降税的
优惠会让客户下订单时更加爽快。”

“我们的产品设计很独特。在知
识产权方面，会受到怎样的保护？”“如
果遇到了知识产权纠纷，该如何处
理？”针对展商关心的问题，知识产权
部门的工作人员已提前入驻展会。对
于进口博览会上首次展出的发明创
造、首次使用的商标，展会方可以出具
展出证明，展商在中国申请专利时，享
有6个月的宽限期。

进博会吉祥物“进宝”在博览会举办场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欢迎来宾。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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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进博会5日在上海开幕。美丽的上海张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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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幕今日开幕

一展汇世界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历史的演进，总在关
键时刻留下耐人寻味的
篇章。

1957年春，珠江之
滨，广交会首次亮相。以
出口为纽带，中国冲破封
锁，与世界贸易联通由此
打开一扇窗；

2018年秋，黄浦江
畔，进博会开幕在即。以
进口为主题，中国主动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时光流转，岁月更
迭。从一展谋出路到一
展汇全球，中国以更加昂
扬奋进的姿态求发展进
步、谋互利共赢，以前所
未有的强大信心拥抱世
界、共创未来。

大胸怀彰显大担当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冈比亚的民族服装服饰、南
苏丹的手工艺品、坦桑尼亚的蓝宝石、赞比亚的蜂蜜
……本届进博会，有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携民族特
色产品参展。

为支持这些国家参展，中国向每个参展的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两个免费摊位，以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中国搭台，全球唱戏。世界银行在其最新营商环
境报告中，一次性把中国在全球的排名提升32个位
次，盛赞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告则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相较去年同期骤
降41%，而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
总额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
资流入国。

这是全球瞩目的时刻——5日，首届进口博览
会将在“东方明珠”上海正式拉开帷幕，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发出开放发展、共创
未来的新时代强音。

一展汇世界，一展惠全球！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大背景凸显大手笔

4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前来出席进博会的各国政要、企业家陆续抵达。

展馆内，来自五大洲的3600多家企业，一切就
绪后期盼进博会大幕开启。

举世瞩目的盛会，从宣示到行动，从设想到实
现，不过500多个日夜。

201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
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办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放眼全球，
没有先例。

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这是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向世界开

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将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新
的平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清晰
坚定，彰显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综观国内外发展之变、趋势之变，进博会的举办
水到渠成。一落笔便妙手生花，进博会必将绘就出
绚丽多姿的长卷。

大手笔创造大市场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性展会。
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最薄的血压仪、最快

的免疫分析仪、“会飞”的汽车……本次进博会，参展
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纷纷亮出“压箱底儿的把式”，超
过5000件展品将在中国市场首秀。

全球企业热烈响应的背后，是对中国精心筹备
进博会的认可，更是对分享中国巨大市场的期盼。

美国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赵斌说，中国市场占
高通产值的三成左右，非常愿意深耕中国市场，并借
助进口博览会的机会展示“未来的黑科技世界”。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将近180家美国企业来华
参加进博会，数量位居参展国家中的第三位，高通公
司、通用电气、强生集团、通用汽车、杜邦公司等多家
美国全球500强企业均由高管率队参会。

国家展方面，共有除中国外81个国家和世贸组
织、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参
展，遍及五大洲，其中亚洲20国，非洲8国，欧洲21
国，美洲21国，大洋洲11国。58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超过1000多家企业参展本届进博会，占全体
参展企业的约三分之一。

讲述中国开放新故事
““最最””展品展品

最大的展品足足要分拆到12个集装箱才
能容纳，“历时最长”的展品40多天才“漂流”到
中国，最“鲜”的展品是中国贸易便利化进程提
速的受益者，最新的科技从世界各地前来同场
竞技……

在进博会上，这些“最”展品，讲述着中国开
放的新故事。

“最大”展品
高精尖工业产品亮相

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达200
平方米，总重近200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吨位”最大的展品是德国瓦德里希科
堡公司最新研发的机床设备“金牛座”龙门铣。

虽然是“大家伙”，做的却是“精细活”。德
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首席代表刘中柏介绍，这
台机床精度达到了4微米，效率是传统机床的3
倍。“希望能通过进口博览会为‘大块头’找到一
个新家。”

财政部1日发布通知，为支持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顺利举办，对首届进口博览会展
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
70%征收。身价不菲的“金牛座”龙门铣，如果
能通过进口博览会完成交易，将获得300多万
美元的税收优惠，这将让“大块头找新家”的旅
程更顺利。

“最长”路程
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

飞行到第三国，再转历时一个月左右的海
运，装载着巴巴多斯人民满满热情的展品，几经
周转，来到上海。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远洋
轮船无法在当地靠港，展品只能从巴巴多斯飞
机运输到巴拿马，重新拆箱和装箱之后转为水
运，路途时间超过40天。”本届博览会官方推
荐的国际段运输服务商、中远海运集运进口博
览会综合协调组组长胡媛媛说。

胡媛媛介绍，中远海运倒排工期，将地球上
的每个角落划分成60天、45天和30天的“时间
圈”，并根据相应的时间制定标准服务流程，将
操作和中转的时间降到最低。

未来6天，来自五大洲的172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将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和国家形象，各
国参展的3600多家企业将同中国境内外采购商
充分对接洽谈、共谋发展。

“最鲜”口味
贸易便利化提速

星期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牛奶，星期三就
上了中国消费者的餐桌；来自加拿大的龙虾只
需36小时就到中国居民的菜篮子里。

来自加拿大的北纬50度生态集团总经理
刘宏说，得益于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和冷链物流
的普及，加拿大的新鲜水产品“直送”中国消费
者成为可能，“不超过36小时就能从海里到地
球另一端的餐桌。”

渔民捕捞12小时内抵达位于温哥华等地
的加工厂，加工厂6小时内完成三文鱼部位切
割等必要的加工和包装程序，乘坐12小时的
飞机直航到达上海、北京、广州和郑州等地，落
地2小时内就能完成清关配送，加上国内冷链
配送的时间，一线城市的居民在36小时内就
能享用新鲜的三文鱼、生蚝、龙虾、象拔蚌等

“洋水产”。
刘宏说，企业已经提前签约参加第二届进

口博览会，期待明年更精彩。

“最新”科技
全球一流中国首发

“无人仓库”、会与人协作的机器人、“万物
互联”的智能工厂、可见光通信技术、“智慧机
床”……这些“不明觉厉”的“黑科技”，很快就将
来到进口博览会上向世界“一展身手”，不少企
业还特地选择博览会作为其最新科技的“全球
首发地”。

来自瑞士的高端制造业企业乔治费歇尔
公司中国区总裁陈以祥说，公司将在进口博
览会上展示全球首发的技术和产品。“比如，
在机床即将达到保养期限时预先提醒、提升
机床寿命的‘智慧机床’，为精密零件加工而
设计的微米级飞秒激光加工技术等。”

和乔治费歇尔公司“想到一起去”的企业
不少。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全世界最薄
的血压仪、全世界最快的免疫分析仪、全球首
台婴幼儿专用核磁共振仪等新技术新产品将
一一亮相。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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