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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四年进博会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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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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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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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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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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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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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记者韩
洁 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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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变，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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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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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在变，真诚不变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参会者在意大利
PEQUOD 公司展位
参观音响设备。PE-
QUOD公司首次参
展进博会。

第四届进博会在服务贸易展区首设文物艺
术品专区。图为观众在佳士得展位参观拍摄。

法国欧莱雅连续四年参会，成为进博会的
“四届老友”。图为欧莱雅展台。

➡ 来自四川省
自贡市的彩灯扮靓昵
称为“四叶草”的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

（本栏照片均
由新华社发）

又是一年“双十一”，“剁手党”们已开启购物
狂欢。近期消费提示、规范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等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举措密集出台，给购物车
加上安全带。

为守护消费安全，中消协4日发布“双十一”
六大消费提示，同时敦促各类电商经营者，多一些
诚意、少一些套路，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实惠。市
场监管总局6日下发《关于规范“双十一”网络促
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从八方面规范促销经营
行为，切实维护“双十一”期间网络交易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商平台开启“双十一”购物活动以来，销售
额逐年攀升。与此同时，活动规则一年比一年复
杂，从爆款直降、限时秒杀，到跨店满减，再到拉
人组队比拼得红包……消费者直呼烧脑；先涨价
后打折、大数据杀熟、玩“定金”“订金”文字游
戏、借“电商专供”提供品质不一的商品等套路，
也让部分消费者权益受损。针对网络零售种种
不规范行为，切实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措施来保护
消费者权益。

保护好消费者的购物车，是在保护网络零售
良好增长的态势。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15.3%，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经测算，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拉动超过3
个百分点。“双十一”是每年网络零售的波峰，有了
落到实处的规范措施，波峰才有机会向上发展。

保护好消费者的购物车，也是在保护经济健
康发展的动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消费需求具有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着力营
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让消费者在“双十一”
后顾无忧地在网上买买买、大胆消费，能有效拉动
需求，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
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王亚宏 杨柳）

＠“双11尾款人”：

一时冲动付了定金
还有“后悔药”吗

新华社重庆11月 9日电 （记者周凯 于晓
苏）一年一度的“双11”电商购物节即将到来。在
商家们各种补贴券、广告、折扣的“狂轰滥炸”下，
很多消费者一时冲动交了定金，之后却发现定金
是不能退的。不少“双11尾款人”提出疑问，交了
定金还有退款的“后悔药”吗？

重庆市民陈女士是网购达人，在10月下旬某
电商平台的第一波抢先购期间，就把自己的“购物
车”塞得满满的，并支付了定金。几天后，她发现
有两件衣服可穿的机会不多，便想退掉，但店铺客
服告诉她，支付的定金无法退还。

商家为什么可以不退定金？西南政法大学民
商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谭启平介绍，定金不同于预付款、保证金、押金、订
金等。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五百八十
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
立。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
还定金。

记者看到，某电商平台的“双11”消费者规
则，专门对“定金”作出说明：“定金主要用作购买
预售商品时确定购买名额，担保合同履行；支付定
金后，买卖双方应自觉遵守民法典相关规定，当合
同不能履行时，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人
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

那消费者交了定金后还能退款吗？谭启平教
授表示，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
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
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
由。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罗兰
介绍，如果消费者支付定金后想退款，可先履行合
同约定，在支付完尾款后，保持商品完好，在电商
平台上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

但罗兰也提醒，上述法律条款还规定鲜活易
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因此，消
费者不要过度依赖“七日无理由退货”，要提前了
解商品退货规定，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记者采访多家电商店铺客服人员了解到，对
于已经交付定金的预售商品，消费者在交付完尾款
后，如保持商品原状、不影响二次销售，并符合“七
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规定，商家可以退货退款。

“双11”是消费维权的高发期，重庆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日前发布“双11”消费提示，温馨
提醒消费者做理性“尾款人”，应根据自身实际需
求合理消费，注意阅读红包、优惠券的使用规则，
并保存好聊天记录、快递单等相关证据，如与商家
发生纠纷可向电商平台、消协组织或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维权。

？

“双十一”保护好
消费者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