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第三届进博会

新华视点

■■■■■ ■■■■■ ■■■■■

中国新闻 2020年11月9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邝才热A11 综合

进程过半 精彩纷呈

聚焦进博会 亮点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程已经过半。展示体验精彩纷呈，采购签约高潮不断。这场疫情背景下的盛

会，和过往两届有什么不同？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现场体验，带你发现第三届进博会的“高光点”。

从红心奇异果到家用定制化
妆品，从最尖端的医疗器械到最高
效的燃气发电技术……第三届进
博会开幕以来，新品发布区高频

“上新”。据不完全统计，进博会上
“首发首展”新品达400多项。

“第一届不知道进博会是什么，
第二届抢着报名参展，第三届掏箱
底也要把最好最新的产品送到进博
会。”很多展商都有这样的感慨。

只需5秒，一张废纸变身崭新
再生纸。技术装备展区，爱普生的
无水再生纸系统一亮相，就吸引了
众多目光。

爱普生展区现场负责人介绍，
这套“打印—再生—打印”的闭环解
决方案，为全球首创，在进博会上进
行亚洲首发。“进博会开幕以来，我们
已经接待了很多省份的采购团，不少
政府部门对这台设备很感兴趣。”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
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不少展
商感受到了进博会传递的满满诚
意。佳沛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
马西森预计，明年4月佳沛红心奇
异果将首次与中国消费者见面。

“相对金果和绿果，红心奇异果对
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新品种，我
们选择在进博会宣布这一消息，就
是希望更好深耕中国市场。”

第三届进博会的医疗器械和医
药保健展区，堪称整个展会最火爆、
最具科技含量的展区之一。整个展
区300多家参展企业，有70多家是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作为首届进博会上的“网红”，
来自美敦力的世界最小的心脏起
搏器，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展出了第
二代产品；其外表依然如胶囊般大
小，重量只有2克，但适应人群比
例却从原来的30%扩大至70%。

今年进博会的医疗展区首次
设置公共卫生防疫专区，最开始规
划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因为企
业热情太高，一再扩容，目前面积
是当初规划的6倍。

新冠肺炎疫苗是公共卫生防
疫专区的焦点。尽管没有具体的
实物，包括阿斯利康、默沙东、复星
医药等企业都在进博会上公布了
最新的研发进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参加视
频访谈时表示，抗击病毒的过程中
存在合作与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
是良性竞争。就像田径一样，大家
在各自的跑道上，看谁先到达终
点。还有一种更优的良性竞争，就
像艺术体操，不仅有比赛，对手之间
还能彼此欣赏、互相学习，科研人员
和医学工作者要有这样的胸怀。

走进进博会现场，一个突出
感受是，几乎所有的展区都在拥
抱数字化技术、智能化应用。更
加“聪明”的机器、更加“接地气”
的场景，让观众清晰地感觉到，

“数智化”生产生活正在加速朝
我们走来。

日本欧姆龙公司的展台上，
展出了一款看似普通的家用电子
血压计。其实，这款血压计不简
单，它不仅可以独立完成血压、房
颤两个与中风相关的重要指标监
测，还可以将测量结果通过应用程
序上传，帮助医生跟踪数据变化实
现精准诊断。

三度参展的三星，在今年进博
会上全面展示了折叠屏产品和技
术，以及5G、8K、半导体领域的最新
成果。三星集团中国区总裁黄得圭
说，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变化，三星
已投入超300亿美元，加大在半导
体、动力电池等高精尖产业的布局，
占在华投资总额的72%。

数字化不但方便了需求端，也
让供应端更加“耳聪目明”。强生
消费品中国区总裁邓旭表示，中国
是强生消费品在全球第一个超过
50%的生意来自线上的市场，强生
希望向全球输出来自中国的数字
化实践成果。

会场内交流签约，会场外辐射
带动。通过推动展品变商品、展商
变投资商，进博会加速释放其溢出
效应。

在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一只3.5公斤重的波士顿龙虾
颇为吸睛。在进博会之前，这些龙
虾从加拿大蒙克顿机场出发、“坐
专机”抵达中国、上架绿地优选门
店，最快48小时即可从原产国“飞
入寻常百姓家”。

推动展品变商品，各方一直
在努力。赛诺菲的创新药“达必
妥”，去年进博会首秀后以“闪电”
速度向中国奔跑，比原计划提前2
年获批，仅用25天实现获批到供
药，刷新了生物制剂在中国的上
市速度纪录。

中国市场这么大，来了不妨
留下。一批看好中国市场的参
展商，选择在中国落地或扩大
产能。进博会首日，浙江省就
传来好消息——在一场与欧洲
领军企业的对接会上，该省签
约 外 资 项 目 61 个 ，总 投 资 达
109亿美元。

进博会就是“买买买”吗？
非也。

今年的进博会现场，出现了密
集的“签约潮”。中外企业在多个
领域共谋合作、共享机遇，共同助
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6日
来到波士顿科学的展台，见证该公
司和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
术有限公司的签约。“在冠脉介入
影像领域，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
战略联合尚属首次；相信双方能够
利用各自优势，为患者带来更加完
善的治疗方案。”

法国施耐德电气展台里“嵌
入”的8家中国企业，这些都是施
耐德的中国合作伙伴，其中不少
从采购商变成了合作商。

“这届进博会最突出的感受是，
大家不是简单签个采购单。很多国
内企业都是一把手带队过来，除了
参观展台，还要去我们的工厂考察，
谋划更深层次的合作机会。”ABB机
器人业务部中国区负责人梁锐说。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
——感受进博会上的创新魅力

工 业 互
联、智能制造、
“云”端销售
……穿行在第
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展
馆间，一个个
颠覆想象的数
字化产品及方
案迎面扑来。
犹如插上“数
字翅膀”，张开
双臂的“四叶
草”不断激发
创新活力，点
亮未来。

看似一台普通的复合机，实则为数字办公
“枢纽”，用户可定制文件扫描、打印、文档管理等
功能……这件由柯尼卡美能达带来的集边缘计
算、协同办公、复合机于一体的产品出现在进博
会上，是它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志在让移动办
公触手可及。

“轻触复合机上的控制面板即可快捷访问各
种办公需求，类似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应用。”柯
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
长凌芸说，“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

凌芸的信心源于中国不断完善的数字经济
发展环境及广阔的市场前景。

近年来，中国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移
动支付、5G商用等全球领先，14亿人口的巨大市
场不断释放着数字产品消费需求。

作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博会吸引
诸多企业参展，它们纷纷秀出看家数字产品，摩
拳擦掌。

“数字经济应用不仅有助于中国和世界抗
击疫情，还将为在华跨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空
间。”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尹正说。

“你们的展品怎么买？”
“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的线上海外旗舰店

购买产品，几天就能邮寄到家。”
在今年进博会上，记者在不少品牌的展台前都听到

了这样的对话。近几年来，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蓬勃
发展，成为许多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快车道。通过

“云”上“贸易高速”，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加速进入中国
消费者的购物车，成为中国百姓的“家常菜”。

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Gera牌耶加雪菲及西
达摩咖啡签约入驻天猫国际，让展品一键变商品，消
费者第一时间就能在网上买到“进博同款”。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苏宁已经连续
三年参加进博会，苏宁平台今年上线的“意大利国家
馆”已引进119个意大利品牌，采购总金额超过1.2
亿元，预计到年底采购总金额将超过3亿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进口消费加速“线上化”。
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零售进口平台监测显示，前三
季度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超过17%。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雷莹说，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启动早、环境好，业态和模式创新活
跃，未来数字贸易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
向更深层次拓展的重要抓手。

在技术装备展区，国内采购商热情满满，多
带着长长的“购物单”来，打算推着满满的“购物
车”走。

“一方面为了开阔眼界、进一步了解数字市
场动态；另一方面，希望能采购到合适的智能制
造装备，加速数字工厂建设。”连续三年来到进
博会采购的陕西长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慧
玲说。

疫情期间，中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蓬勃发
展，一批新业态驶入发展快车道，全球瞩目。本
届进博会上，滴滴带来了最新的自动驾驶技术，
参展参会人员可前往指定地点试乘体验。

“当前，还需不断增强5G、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研发应用，深化与国外同行交流合作，努
力打造出全球知名的自动驾驶品牌。”滴滴出行
首席技术官张博说。

不少跨国公司表示，希望通过展会找到深
度参与中国数字发展的机遇。今年，勃林格殷
格翰先后在上海成立数字创新实验室和中国外
部创新合作中心。“未来5年，我们将在中国增资
4.51亿欧元。”勃林格殷格翰企业传播副总裁殷
妤涵说。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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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学家成功证明
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

据新华社合肥11月8日电（记者徐海涛）记
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教授陈秀雄、王
兵在微分几何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功证明了

“哈密尔顿-田”和“偏零阶估计”这两个国际数学
界20多年悬而未决的核心猜想。日前，国际顶级
数学期刊《微分几何学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论
文篇幅超过120页，从写作到发表历时11年。

微分几何学起源于17世纪，主要用微积分方
法研究空间的几何性质，对物理学、天文学、工程
学等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里奇流”诞生于20世纪
80年代，是一种描述空间演化的微分几何学研究
工具。

“大到宇宙膨胀，小到热胀冷缩，诸多自然现
象都可以归结到空间演化。”王兵教授比喻说，比
如说我们吹一个气球，气球不断膨胀，可以用“里
奇流”来研究它空间的变化，最后得到一个“尽善
尽美”的理想结果。

陈秀雄与王兵团队长期研究微分几何中“里
奇流”的收敛性，运用新思想和新方法，他们在国
际上率先证明了“哈密尔顿-田”和“偏零阶估计”
这两个困扰数学界20多年的核心猜想。

据了解，他们的研究耗时5年，论文篇幅长达
120多页。王兵说，就像在写一篇小说，“不同之
处在于，靠的是逻辑推导而不是故事情节推动。”

《微分几何学杂志》审稿人评论认为，这篇论
文是几何分析领域的重大进展，将激发诸多相关
研究。菲尔兹奖获得者西蒙·唐纳森称赞说，这是

“几何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据新华社成都11月8日电（记者张超群 高
健钧）8日，游人穿梭在宛如“童话世界”的九寨
沟，景区外的漳扎镇上一派热闹景象。记者从九
寨沟县重建办了解到，历经三年，九寨沟灾后重建
基本完成，项目完工率达93.03%。

九寨沟县重建办副主任吴剑介绍，在地方各
族干部群众和援建大军共同奋战下，九寨沟灾后
重建项目累计主体完工、竣工227个，一批涵盖生
态修复、地灾监测、民生保障和交通管网等内容的
项目确保了九寨沟灾后恢复重建和发展提升。九
寨沟县生态环境功能基本恢复至震前水平，防灾
减灾能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新
的跨越。

九寨沟灾后重建基本完工

北京自动驾驶路测
安全行驶里程超200万公里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张超）记者8
日从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获悉，截至10月
底，北京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安全行驶总里程
达200.055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约50圈。
今年前10个月的测试里程约96万公里，超去年
全年约7.38万公里。

目前，北京的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共200
条、699.58公里，分布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淀区、顺义区和房山区。北京已向北汽新能源、蔚
来、百度、戴姆勒等14家企业的87辆车发放自动
驾驶道路测试用临时号牌。

“北京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申请企业数、车辆
数、路测里程均位居全国第一。”北京智能车联产
业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吴琼说，申请企业涵盖互联
网企业、主机厂、地图厂商等，其中百度、小马智行
两家企业有45辆车获得载人测试资格。

据悉，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是北京市
唯一一家智能网联测试与服务领域的市级产业创
新中心，定位于打造智慧交通方向下的智能网联
汽车“全生命周期”测试、验证、检测与评估机构，
以及应用示范的产业服务平台。

11月 8日，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今年繁育的
10只帝企鹅宝宝首次与游客见面，这 10只帝
企鹅宝宝成功孵化于今年 6月至 8月。据介
绍，近5年来，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共成功繁育
36只帝企鹅。

图为小朋友在观看今年繁育的帝企鹅宝宝。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珠海长隆今年成功繁育
10只帝企鹅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