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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近400人团队
服务进博会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特派记者罗霞）11月
5日，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酒店运营管理中心
不少工作人员的身影出现在进博会开幕式和多场
会议活动中。为做好服务进博会工作，该公司派
出近400人的管理服务团队，为这些活动提供会
议服务。

在首届进博会上，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以
管理服务输出的形式，参与了进博会开幕式等会
务服务保障工作。今年的第二届进博会，中远海
运博鳌有限公司负责开幕式等会议活动服务。布
置会场、接待嘉宾、提供茶歇服务……这些都是这
一管理服务团队的服务内容。

“公司以国宾服务团队为班底，组建管理服务
团队，积极参与到进博会会议服务工作中。”中远
海运博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酒店运营管理中心
总经理宋新建说。

据了解，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下设酒店
运营管理中心，拥有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博鳌
亚洲论坛金海岸大酒店、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
大酒店和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具有丰
富的高端会务服务管理和大型综合高级会场管
理经验，服务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大型高端
会议。

积极对接国际厂商

乐城先行区企业签下
2亿余元药械采购合同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特派记者罗霞）11月
5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
城先行区）管理局国际药械采购签约座谈会在上
海举行。乐城先行区企业与一批国际药械厂商开
展采购对接，现场签下10份药械采购合同，采购
金额共2亿余元。

签约仪式上，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与上海国际
医学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海南启研干细胞
抗衰老医院、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博鳌国际医
院、慈铭博鳌国际医院等分别与澳大利亚科利耳、
美国AB公司、韩国JK、优时比制药等医疗机构
签约合作，一批国际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等将
在海南落地。其中，慈铭博鳌国际医院与北京高
新医院有限公司、加拿大卑诗医药公司以及科医
人医疗激光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签约；海南
启研干细胞抗衰老医院采购膳食补充剂；博鳌一
龄生命养护中心向韩国JK医疗集团采购鼻假体；
博鳌国际医院采购激光治疗仪射频治疗仪等先进
仪器设备。

“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发展前
景，期待借助乐城先行区的政策等优势，同海南携
手实现更大的发展。”韩国JK医疗集团董事长朱
权说。

“这些签约项目的落地，将为先行区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国际药械企业将全球最好的药物、最
好的器械带到中国市场、带到博鳌，将让更多
患者受益。

在座谈环节，海南省卫健委、省药监局、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负责人及我省企业代表与签约合作
的国际药械厂商代表交流沟通落地事宜。不少药
械公司代表均表示愿意抓住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机遇，用好海南的医疗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
通过签约合作，将先进的药械、优秀的团队带到乐
城先行区，加速国际尖端医学力量在先行区的落
地和发展。

我省370多家企事业单位
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海南交易团淘“宝”寻机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特派记者罗霞）11月

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开幕。海南交易团积极参加采购对接活
动，广泛寻求与参会企业等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一
些参会企业与国外厂商签下采购协议或达成合作
意向。

本届进博会，我省37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会，
涉及外贸、外资、服贸、电商、批发零售、医疗健康
等领域。

进博会企业展集中展示了各国参展商的商
品、技术和服务，涵盖5大板块、7个展区。通过参
观交流、对接洽谈，健康、消费、食品、装备、服务等
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受到我省企业的广泛关注，不
少领域显现合作商机。

“进博会规模很大，我们既从中学到了不少发
展新知识，也收获了一些合作项目。”博鳌一龄生
命养护中心负责人李玮说。

在5日下午举行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管理局国际药械采购签约座谈会上，博鳌一
龄生命养护中心与韩国JK医疗集团签下了采购
合作协议。

此外，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一汽海马
汽车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农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海南高培乳
业有限公司、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参
会企业与一些参展厂商达成采购合作意向，包
括采购生产设备、食品、农产品、医药器械等产
品。一些企业希望通过采购产品，满足产业发
展需求和消费市场需求，更好地推动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

■ 本报记者 李磊 尤梦瑜
王玉洁 陈雪怡 王培琳 张文君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
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
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将
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
胆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打造开放新高地。

时隔一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在进
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海南。
海南省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为，习近
平主席在演讲中谈及“继续完善开放
格局”时再次提到海南，充分体现了
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发展寄予厚望，
是对海南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将激励
全省上下抢抓机遇，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

为海南加快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
讲，用“3个共建”“5个继续”体现了
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特别是时隔一
年，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的主

旨演讲中再次提到海南，让我备感振
奋。”在收看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
讲后，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说，这让他
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海南充满
厚爱，寄予厚望，对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为海南
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大的
动力。

孙大海表示，海南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决策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对照当今
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围绕打造

“三区一中心”，加快制度创新，积极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研究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
系，逐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形成
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同样深受鼓舞的还有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厅长丁式江。他表示，全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将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决策部署，按
照“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坚持“全
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理念，持续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进一步优化全
省国土空间布局，统筹规划布局“五
网”基础设施，加快构建与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相适应的自然资源和规划
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努力提升
自然资源要素的供给质量和效益，为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
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两届进博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上提到海南，体现了海南
自由贸易港在新时代全国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在省委党
校副校长江彩云看来，新时代我国对
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尤其是
自首届进博会以来对外开放成果丰
硕，海南则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格局
中的重要部分。

江彩云说，海南要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
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海南要在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指导下，扎实建好
自贸试验区，在此基础上加快建设自
由贸易港，尽快在内外贸、投融资、财
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形
成制度优势，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形成产业优势，
在产业准入、贸易转型、监管创新等
方面形成体制优势。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看来，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提出“中国将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
区大胆试、大胆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这就
要求海南以开放为先，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加

快实施“早期安排”以取得自贸港建设
的“早期收获”；更要求上上下下、方方
面面把认识与行动统一起来，解放思
想、抓住机遇、形成合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处在关键
时期。在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市
场开放直接融合的背景下，海南有条
件在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方面，以‘早期安排’取得
产业发展的‘早期收获’。”迟福林还
表示，要尽快形成高度开放、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尽快在产业项下的自
由贸易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尽快在
海关、财税、金融等制度创新方面实
现重要突破。

统一认识与行动打造
开放新高地

“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对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港作出了明确指示，令
我们备感振奋。”洋浦经济开发区工
委书记周军平说，洋浦经济开发区将
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提出的“将洋浦
打造成为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总体目标
和省长沈晓明提出的“做好基地、通
道、平台三个方面文章”的工作部署，
以自贸港的思维统领各项工作，为加
快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好准备、打
好基础。

周军平表示，下一步，洋浦经济开
发区将对自贸港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进
行谋划，开展产业规划编制，努力把洋

浦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
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宗商品集散交
易基地、国际贸易创新示范区。洋浦
经济开发区还将把改善营商环境摆在
重中之重，并做好自贸港政策储备，加
快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打好教育
卫生事业翻身仗，推动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努力把洋浦建设成为产业高度
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
滨海产业新城。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特别
提到，‘为了更好运用知识的创造以造
福人类，我们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而不是搞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
大科技鸿沟’，这不仅再一次强化了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更给接下来海
南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超认为，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
要内容，是对创新最大的激励，也是提
高海南经济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肖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
海南建设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建立先
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是打造国
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省知
识产权局的工作重心之一。为了达
成这一目标，省知识产权局将在海南
进一步实施知识产权大保护、严保
护，努力在海南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
地，用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创新发展水平，助力海南
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推动我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本报特派记者 罗霞

买全球、惠全球。11月5日，备
受瞩目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开幕。国家展集中展示各国发
展成就、营商环境和特色产业，共有
64个国家（含中国）、3个国际组织参
展；企业展迎来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

从开幕首日情况看，国家展人气
很旺，其中中国馆是一张靓丽的“中国
名片”；企业合作方面，不少国内外客
商签下合作协议，显现进博会这一平
台的魅力。

进博会靠什么促进合作？海南日
报记者5日走进进博会展馆看到，这
里规模大、客商多、产品丰富，新产品
新技术云集，企业有合作需求，有效推
动了交流与合作。

好时机
展示海南新发展

欣赏美丽的三沙风光、了解海南自
贸区建设情况、坐在“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模型装置里感受下海探秘的乐
趣……在进博会国家展中国馆，不少海
南元素亮相其中，引来观展者关注。

国家展中国馆展览面积约1500
平方米，设置了多个展示单元，展示

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
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

在“开放中国”单元，其中一个展
示区介绍了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情
况，不仅有文字介绍，还有博鳌亚洲论
坛、三亚国际免税城以及专业服务机
构相继进驻海南的图片。

海南自贸试验区的文字介绍这样写
道：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
措。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将
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加快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把海南打造成为中国面向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海南的风光真美，开放的海南很
有吸引力。”在中国馆内，来自新西兰
的客商马克说，海南正成为全球的投
资热土，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海南的
建设和发展中来。

大平台
学习交流好机会

在品质生活展区，联合利华展台产
品多、香气扑鼻。“我们在全球精选了30
多个品牌参展进博会，满足精准化、多
元化市场需求。”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
裁曾锡文介绍，从这些年的经营情况
看，联合利华发现小众品牌越来越受中

国消费者欢迎，这也是中国消费升级背
景下，个性化需求蓬勃增长的表现。

前来参会的海南高培乳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循柳，这些年也一直在研
究消费市场。“在进博会上，很多理念
在碰撞。对于企业而言，进博会是一
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共有七大展
区，分别是装备展区、品质生活展区、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科技生活
展区、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服务贸易展
区和汽车展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参展数量超过首届，“隐形冠
军”企业等优质中小企业竞相亮相。

记者在一些展区看到，展馆内名
企云集。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
区，葛兰素史克、诺华、美敦力、罗氏、
强生、辉瑞、默沙东等企业均设置展
台。据了解，全球医药及医疗器械领
域的世界500强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
来了62家。在汽车展区，共有16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60家企业参展，汇聚
行业内所有的领军企业。这些企业的
加盟，无疑给与会不少企业带来了学
习交流的机会。

新产品
促进消费有商机

韩国起亚汽车展台的一辆红色电

动汽车，虽然没有出现在展台“C位”
上，但却受到不少观展者的关注。这
是韩国起亚汽车首次向世界展示全新
电动化战略的概念车型。

本届进博会上，新产品新技术非
常多。不少产品自带“明星”气质，引
起很多观展客商的兴趣。

意大利豪华游艇制造商法拉第集
团的195型巡逻船首次在亚洲亮相，
这是世界上30吨级游艇里跑得最快
的综合高速巡逻艇。

200多项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行
业的新品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首发，其
中有近10项新品为在全球首次揭开
面纱。展品包括世界上第一台能用于
治疗新生儿肾功能衰竭的装置；被誉
为全球最细、最短的胰岛素注射针头。

德国博世家电推出首次在中国亮
相的全新嵌入式厨电套装；意大利咖
啡机知名品牌德龙在本届进博会上带
来全新的双豆槽全自动咖啡机，一次
性可制作两杯牛奶咖啡，还可以通过
APP进行操作；日本松下电器展示了
未来家的理想模样：早上站在洗漱台
前，人们能看到镜子中显示着自己的
睡眠和健康情况，看到镜子提醒适合
当天的健身活动及饮食搭配，甚至可
以直接在镜子上的外卖平台下单。

“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一些新产品、新服务适合海南发展

需求。”此次参会的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多领域
产业发展添动力

当前，海南正在积极推进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本
届进博会上，海南诸多产业发现合作
商机。

记者了解到，在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展区，贝朗、罗氏、强生、辉瑞等多
家企业与海南有合作意向，希望利用
海南医疗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实现
更大的发展。

在汽车展区，丰田的氢燃料电池
车、起亚的电动化战略概念车、现代的
电动概念车等一一亮相，给海南发展
新能源汽车提供了合作与交流机会。

进博会上最“重量级”展区，属装
备展区。大批首发新品，代表全球装
备制造业最高水平，引来买家到场，
对助力“中国制造”再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有意购买生产设备。“对新技术、新
设备的应用，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的信
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海南金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上海11月5日电）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产品丰富、新技术云集

进博会：新亮点带来新机遇

⬆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展出的可变
形智能机器人。

➡ 参观者体验“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模型装置，感受深海探秘的乐趣。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