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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开放、合作、共赢”，是记者这几天在

进博会现场最大的感受。在人来人往、万

商云集的展会现场，时刻感受到开放合作

带来的滚滚商机。一个个中外企业间的

合作订单，不仅拓宽了企业间合作共赢，

同时也将使更多高科技产品进入国内市

场，满足普通消费者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合作共赢的故事将更加精彩。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在中国对外

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我国主动

开放市场、扩大进口的重要举措。

“进博会在引进商品的同时也引进了

服务、管理及技术，这样也会倒逼整个国内

企业的升级。”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主任彭志伟看来，通过扩大进口，强化进口

竞争效应，可以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培

育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增强其国际竞争

力。同时也将加速推进与扩大进口相适应

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

在这几天的进博会上，新区企业签署了

一个个合作大单，而滨海新区良好的投资环

境也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的目光。新区如

何通过进博会平台吸引更多客商前来投资

落户，实现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天津

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李文增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滨海新区凭借着

港口、政策优势，为企业出口搭建了便捷

的出海平台。而在鼓励出口的同时，扩大

进口也是开放发展的必由之路。越来越

多的国外优质商品服务“驶入”，有助于完

善新区市场体系，促进新区相关产业进一

步成熟发展，出口、进口“双轮驱动”，助推

新区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

“开放和改革相伴相生。通过进博会

平台，未来或将有更多世界知名企业，以

贸易和投资的方式积极进入天津市场。”

他表示，对于那些希望把握机会的国际客

商和投资者来说，他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投

资贸易领域新便利，比如说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让市场真正

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等。

而对于滨海新区来讲，可以充分利用

天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放宽外

资市场准入条件。“在新近出台的中国（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措施中，就包

括推进更深层次的投资自由化改革。如

将率先推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

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飞机、船舶、

汽车等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支持设立

外商投资项目专业服务机构，加大外商投

资项目落户自贸试验区引导服务力度等。”

他表示，同时将进一步推动外资准入前和准

入后业务管理措施的紧密衔接，提高“负面

清单”开放度、透明度和操作性。与此同

时，在进一步开发开放的背景下，新区政

府、口岸相关部门也可进一步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不断改善提升营商环境。“我们

需要进一步转变理念、深化改革，在充分

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取

切实措施，通过更多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

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

他说。

他也表示，近年来滨海新区吸引了一

批跨国公司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投资，

而新区也崛起了越来越多创新能力强的

本土企业。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外资企

业和内资企业的关系，推动外资企业和本

土创新企业进行互动，实现共赢。

11月5日至10日，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举行。来自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签
约参展，50万专业采购商和
观众注册报名。作为国际贸
易的一个创举，进博会作为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和开放市
场的重大举措，为世界各国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国企
业开拓中国市场和深化互利
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更
好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在本届进博会
上，都有哪些亮点看点？滨
海新区又有哪些新收获？记
者赴沪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这里，不仅能遇到一直想接触的

企业，更能通过媒体的采访向世界发布

本公司的信息，广告效果远好于其他方

式。”一家日本企业采购部负责人对记者

说，在进博会上，整个交易谈判的速度惊

人，能明显感觉出对方就是来采购的。

“进博会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这

里就能看到全球最好的解决方案和服

务，极大缩短了做市场成本，这对企业

发展至关重要。”新区服务外包龙头企

业鼎韬集团首席执行官齐海涛表

示。他向记者介绍，这两天进博会期

间，他们已经与四五家企业进行了深

层次交流，希望与更多海外技术服务

商，如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在解

决方案层面进行合作，随后再提供

给其国内客户。同时在咨询和研究

领域，也希望和更多的海外研究机

构、咨询机构开展合作。

天津港强集团有限公司是新

区一家从事进口冻品、水果贸易的

重点企业。说起来进博会的收获，

公司负责人刘嘉感慨颇多。“去年我们来

进博会前，就是想现场找找合作商机，因

为这里搭建了专业的采购渠道，将直接

降低采购成本。来到现场后，我们深深

感受到了迄今为止任何展会都从未有过

的巨大商机，全世界各地的商品聚在一

起，你直接就可以和品牌、机构对接，太

顺畅了！”她说，在展会现场，公司与商务

部下设机构中巴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重点采购南美的肉类冻品。在首届

进博会结束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该

企业采购金额已达千万美元。来自巴

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的冷冻

品、干果正纷纷登陆天津口岸，丰富了北

方市民的餐桌品类。

而对于今年第二届进博会，他们更

是充满了期待，连续几天来与国外品牌

商合作洽谈，使他们的品牌库更加丰

富。“除了签署合作协议外，展会期间的

几场论坛也都是国际专业重量级别的，

比如我们参加的世界冻品大会，就是干

货满满，可以了解到最新、最前沿、最真

实的行业市场，这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后

的战略布局。”刘嘉说。

伴随着中国消费者对“一带一路”商

品认可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也急切地前来开拓广阔的

中国市场。

在本届进博会期间，由津企 BOCE

Global渤海跨境产业电商平台与马来西

亚联手打造的马来西亚线上国家馆正式

上线运营。这个平台将作为马来西亚出

口中国商品的官方线上指定渠道，未来

棕榈油、橡胶、石油、天然气、木材、榴莲

和燕窝等马来西亚特色商品将逐步通过

这里进入中国市场。现在这里已上线包

括铁锡锰矿、河沙、橡胶、咖啡、水果、燕

窝、木材在内的30余种商品。

“今后我们将利用好平台建设永不

落幕的线上博览会，多向国内企业及贸

易商推介马来西亚特色产品，并做好贸

易、融资、结算、物流等服务。”天津渤海

商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阎东升表示。

诺和诺德是一家拥有96年历史、

始终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研发创新的

全球生物制药公司，是全球糖尿病领

域的领先者。在首届进博会上，他们

展出的德谷胰岛素已于今年8月被列

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德谷门冬双胰岛

素注射液已于今年5月在中国获准

上市。强大的市场需求也坚定了这

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华投资的热情。

在不久前，诺和诺德在滨海新

区投资了新项目，助力诺和诺德在

天津可持续性发展。“诺和诺德进

入中国25年来，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集研发、生产与运营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布局，公司生产和运营的中国

区总部注册在天津，我们也一直

在持续扩大生产的规模。”诺和诺

德全球公司副总裁兼天津生产厂

总裁尼尔森说。这次公司新投资5亿

元人民币，将引进 3 条全自动化生产

线，包含两条一次性胰岛素注射装置组

装生产线和一条一次性胰岛素注射装

置包装线，进一步丰富天津本地胰岛素

生产的品种，并在天津生产厂内设立物

流中心。

进博会的强大溢出效应正在显

现，同时它也为国际间自由贸易打开

了一扇窗口，为合作共赢打开了一扇

大门，也折射了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的

决心。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热情高涨，

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正纷纷进

入国内市场，这直接推进了与扩大进

口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

现在在新区各大超市中，消费者可

以轻松地买到去年进博会上备受欢迎

的“网红”产品——纽仕兰4.0牛奶。而

对于新西兰乳业有限公司CEO盛文灏

来说，惊人的市场拓展速度背后是进博

会带来的政策红利。“鲜奶保质期只有

15天，但在以往传统检验流程下，鲜奶

上架就需要花费8天以上，这样一来消

费者很难喝到来自海外的高品质鲜

奶。而如今，在贸易便利化改革后，企

业进口最快可实现清关零等待。”他表

示，如今，纽仕兰进口鲜奶从新西兰牧

场挤奶、杀菌、灌装、检测、越洋送到中

国，再到清关完成线上线下同步上架，

仅需72小时。

贸易便利化仅仅是改革的冰山一

角。今年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正

式实施，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进

一步开放；明年外商投资法即将正式“上

线”……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

大，这也坚定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信心。

“进博”机遇
新区如何抢抓？

如今，共享创新成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和现实选择。在今年的进博会上，更多的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引领了众多全球新潮流。作为世界商品、技术、
服务交流展示的平台，进博会的亮眼标签之一就是创新。

新项目、新理念齐亮相

买卖合作“大舞台”

承接强大的溢出效应

世界上最小的胰岛素注射针头、在4.5

小时黄金抢救时间里挽救病人生命的移

动CT脑卒中救护车、第二代“会飞”的汽

车、会看“脸色”的物联网咖啡机等一大批

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高科技产品纷纷

亮相进博会，新科技点亮新生活，带热新

消费；“万物互联”的智能工厂实现“黑灯”

作业，点焊机器人八个机器手臂同时高速

工作，展现出“大块头”的“大智慧”，新

制造推动存量转型，实现提质增效。

当然对于这些“黑科技”产品生产

商而言，进博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销

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正成为在中国

市场展示新产品和新理念的橱窗。

霍尼韦尔是滨海新区引进的“老牌”

世界 500 强企业,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

会，展位面积比去年扩大3倍。“首届进博会

上，我们与中国企业签署了10多项协议，其

中一些项目已经开花结果。今年的进博会

上，霍尼韦尔展示了30多项创新技术，包括

互联飞机、智慧建筑、智能制造、互联供应

链、安全及能效解决方案六大板块，其中多

项技术和解决方案是首次在中国市场推

出。”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表示。

在展区现场，一款“安全响应中心”系

统也受到了天津港及不少新区制造类大

型工厂的关注。通过这套系统，工作人员

只需戴上一顶安全帽，从安全帽的眼镜屏

幕中，就可以看到实时监控区域各角落的

动态，指导现场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操作。

而在 GE 展台，其以“当智慧遇上机

器”为主题，通过展示一系列覆盖能源、航

空、医疗、油气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

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讲述了该企业如何

努力满足中国在清洁能源、城镇化建设、

可及医疗和“互联网+”等领域的市场需

求。去年位于新区的GE医疗天津磁共振

生产基地生产的高端 3.0T 磁共振实现量

产，生产供货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全球最新、最先进的产品、服务亮相，令国内企业大呼过瘾。进博会的举行，为供需双方搭
建了贸易平台，提供了高效、全面了解中国巨大市场需求的机会。这一平台让参展商直面潜在
客户，解决客户需求，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进博会不仅仅是一个采购和洽谈的交易对接平台，更是一块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的试
验田，是一个包容开放合作的新平台。它像一面放大镜，外企可以在这里更便捷地找到新的合作伙
伴，也可以以此为新出发点，与中国伙伴共同开拓全球市场。”新区商务与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博会来了■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可以直接将图案打印在T恤上的打印机

新能源与自动驾驶汽车成汽车
展区的主力

可以完全模拟人手的机器手臂

先进的VR技术让普通人可以仔细观测
身体内部构造

先进的CT扫描设备

热闹非凡的进博会入口热闹非凡的进博会入口

保持着超轻型飞机重量级别内世界
最快速度纪录的捷克鲨鱼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