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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

凸显大气与开放
走进面积1472平方米的中国馆，最直观的

感受是大气、开放。工作人员介绍，中国馆取
名“共羽华平”，设计中充分结合了“新时代，
共享未来”的主题，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斗
拱”“飞檐”元素，馆内没有设置一面墙，也没
有打隔断，完全是通透的、开放的。

游览展馆，创新发展单元的展品特别抓人
眼球，这里有高铁驾驶体验舱模拟台、复兴号
动车组列车模型、超级计算机模型、C919大型
喷气式客机模型等多种凸显中国速度、中国高
度的展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
位女士正坐在高铁驾驶体验舱内，体会350公里
最高速度的视觉冲击，模拟台前方的屏幕上显
示了京沪高铁从北京南站到上海的沿线实景。

包括创新发展单元在内，中国馆共分八个
部分，分别是序言、创新发展单元、协调发展
单元、绿色发展单元、开放发展单元、共享发
展单元、港澳台展区和结语。其中创新发展之
外的其他四大单元还分别展示了港珠澳大桥模
型、动态版绿水青山图、中欧班列电子沙盘、
人类命运共同体笑脸分享墙等。

11 月 7 日，在中国馆香港展区，几名青年
正表演口琴演奏，引来不少观众驻足欣赏、拍
手叫好。据介绍，港澳台展区下设香港、澳
门、台湾三个子板块，分别以“香港进”、“澳
门荟”、“台湾亲”为主题，展示两岸四地经贸
合作发展成就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愿景等内容。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局长吴政平表示，“我们
在中国馆展示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是想说
明，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发展的越来越
好，中国不仅理念好，而且做的好，中国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
了广阔机会，帮助各国发展的更好。”

主宾国展馆：

特色鲜明引客来
11 月 7 日，俄罗斯展馆内上演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文艺表演。当天上午，来自俄罗斯当地
的艺术团、歌唱家为现场观众表演了独具俄罗
斯特色的舞蹈、歌曲等节目，不少观众慢下脚
步，停留在俄罗斯展馆前观看表演、拍照留念。

“以前还没现场看过俄罗斯的文艺表演，这
次能有机会看到这么有俄罗斯特色的舞蹈节
目，感觉还是蛮好的。特别是刚开始表演的

‘浴火重生’舞蹈，让我印象很深。”一名现场
观众对记者说。

作为主宾国，俄罗斯将 250 多平方米的展
区划为4部分：核能、天然气、交通与物流以及地
方展示区。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丹尼斯·曼图
罗夫说，对俄罗斯而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俄方近年来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活动之
一。希望借进博会推动俄罗斯产品对中国及其
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从而增进沿线
各国在经贸、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

包括俄罗斯在内，此次进博会，印度尼西
亚、越南、巴基斯坦、南非、埃及、俄罗斯、英国、
匈牙利、德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12个
国家作为主宾国，均设立了独具特色的展馆。

同样作为主宾国的英国，其展馆主题为
“非凡创新在英国”，集中展示了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生物医药、金融科
技等高新技术应用，同时围绕教育、体育等方
面推出了一系列活动。

记者 11 月 7 日上午来到英国展馆时，已有
不少观众在现场参观体验：工作人员指导一名
女士如何用 VR 眼镜感受 360 度全方位的 3D 场
景；AR 增强现实魔镜吸引了很多人过来互
动、合影；难得一见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冠
军奖杯，则吸引了不少足球爱好者前来拍照留
念……

更多展馆：

好吃好看又好玩
参展国家范围广是此次进博会国家展的一

大特点，中国馆、主宾国展馆之外，还有很多
风格各异的展馆。

走进捷克展馆，悠扬动听的钢琴曲让人为
之沉醉。说到捷克，很难不想到他们的啤酒、
农产品，还有大家童年记忆 《鼹鼠的故事》 的

“主人公”——圆头圆脑的小鼹鼠，而这些都来
到了此次进博会的捷克展馆上。

11 月 7 日，展馆内摆出的一排小鼹鼠玩偶
吸引了很多观众拍照留念。一位女士拿起一只
小鼹鼠玩偶和同行的人说：“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啊，赶紧给我拍几张美照。”

来到新西兰展馆，沉浸式体验为观众身临
其境了解新西兰提供了机会，在这里可以沉浸
于新西兰独有的传统毛利礼仪、民谣和舞蹈，
进入“飞跃新西兰”享受从空中俯瞰新西兰都
市美景的虚拟旅程，或“走入”古老的原始森
林观赏多种新西兰独有的珍稀鸟类，最后还可
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将“新西兰记忆”带回家。

在新西兰展馆体验的上海市民李女士对记
者说，“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进博会，我已经在国家
展上逛了一上午了，真的是好吃好看又好玩。”

肯尼亚展馆充满生机与活力，这里鲜花、
美食集聚，布置得非常美丽，成为不少观众参
观的必经展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肯尼亚
玫瑰，花头大、色彩鲜艳、花期长，非常受中
国顾客的欢迎。近年来，中国已成为肯尼亚玫瑰
出口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除了玫瑰花，茶叶、咖
啡等肯尼亚特色产品，也是展馆里的重点展品。

肯尼亚出口促进委员会主席彼得·比沃特表
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畅通了全世界向中国
出口的渠道。我们鼓励企业向中国出口，并吸
引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肯尼亚旅游，分享中国经
济发展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可喜可
贺，我们非常乐意参与中国市场，进
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投资合
作。”日前，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本报记者
采访了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
长西蒙·伯明翰。

部长的进博会体验怎么样？“规
模巨大、品类巨多，充满活力和多元
性产品。”伯明翰一连用了几个手势
来形容这场博览会的盛大。他说，全
球产品争相来到中国，这恰是中国过
去40年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个表征。

11月6日，首次以澳大利亚贸易、
旅游和投资部长身份访问中国的西
蒙·伯明翰，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澳
大利亚国家馆揭幕。“澳大利亚国家馆
体现了澳大利亚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双
边经贸往来的决心，也反映了中澳两
国双边关系的优势所在。”他说。

国家展外，此次澳大利亚约有
200 个企业和品牌参加首届进博会。
伯明翰介绍，这充分代表澳大利亚的
幅员辽阔以及产品、服务和与中国投

资合作的多样性，也使澳大利亚成为
本次进博会参展规模第六大的国家。

在伯明翰看来，中澳两国是重要
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澳
大利亚是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第六大伙
伴。双方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也正
得益于双方彼此开放的承诺和实践。”

在采访中，伯明翰多次肯定中澳
自由贸易协定。据协定内容，2019
年 1月 1日起将实施第五轮产品的降
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葡萄酒、三
文鱼、龙虾、螃蟹、牡蛎、蜂蜜等产品的
关税将降至零，所有出口到澳大利亚
的中国产品也将享受零关税待遇。

“在实践中，中澳自贸协定不仅
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也有助于促进
文化沟通，让更多企业发现对方市场
的机会。”伯明翰说，本届进博会有
助于进一步深化这种双边合作，尤其
是为很多从未接触过中国市场的企业
和品牌提供进入中国的契机。

伯明翰表示，他尤其欢迎本届进
博会上中国宣布的加快教育和医疗领
域市场准入的举措，这也是未来中澳
之间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前景领域。

“中国已是澳大利亚留学生最大的生
源地，未来我们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
构 之 间 还 可 以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合
作。”他举例说。本次进博会上，墨
尔本大学、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澳大利亚一流的高
校也来到展会现场。

他说，“很高兴进博会将成为一
场定期举办的活动，无疑澳大利亚企
业也会非常乐意回到这里。”

意大利非常愿意参加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而且将继续参加这
一博览会——意大利副总理兼经济
发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路易
吉·迪马约表示。

迪马约日前在上海接受了中国
媒体和意大利媒体联合采访。“我特
别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中国，这距我
参加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刚刚过去
不到两个月时间。”他说。

迪马约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
说，“参加进口博览会是我们进入中
国市场的一个好机会。意大利拥有
悠久工业和科研传统，是创意时尚
和高端制造的代名词；而中国经济
目前正在朝高质量、创新和环保不
断转型升级，意大利期待在这一进
程中成为中方的理想伙伴。”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意大利
邮轮。来自意大利的邮轮公司参加进
口博览会，与中国企业展开合作，将
能满足中国在这方面的巨大需求。

另一个是直升机。意大利莱奥
纳多直升机亮相了此次进博会，目
前，莱奥纳多集团已与中国企业开
展合作，未来还计划在生产制造方
面进一步合作。

“我们非常愿意把意大利高质量
的产品跟中国消费者一起分享。包
括制造业在内，农业、食品及专业
知识等都是意中可以深化合作的领
域。目前，意大利是中国在欧洲的

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意大利在亚
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意大利对中
国的出口还有非常广阔的提升空
间，我们大力支持意大利企业在中
国发展。”迪马约说。

投资方面，他表示，非常希望更
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到意大利去投资。

“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不
断增进，这可以给双方创造机会，使
中国的更多投资者到意大利去，也吸
引意大利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双方还
可以在第三方市场进行投资合作。尤
其是关于创新技术，希望意中双方有
更多交流。”迪马约表示。

他介绍，不久前，意大利政府
正式组建“中国事务特别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的成立是以系统性方法
处理意中双方合作的所有方面，以
贸易和投资为起点，扩展到科学领
域的合作，再到基础设施、文化、
旅游和交通领域。“9 月份，意中双
方签署了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希望这可以为双
方企业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意大利和中国在双边领域还有
其他方面的磋商，比如关于‘一带
一路’倡议的合作备忘录，这会为
未来双边战略合作带来新气象，也
可以为我们双方的友谊赋予更深的
背景意义。”迪马约说。

他 指 出 ， 意 大 利 非 常 愿 意 在
“一带一路”中作出贡献。“意大利
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
非常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并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良好
契机，开启意中合作的新时代。”

迪马约说，“意大利政府正努力
为意大利和中国伙伴关系进一步发
展打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相信，随着
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进一步铺展，意
中经济的互补性将日益提升，意中互
利合作将迎来更大机遇。”

国家展，展世界风采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可喜可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可喜可贺

——访意大利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劳动
与社会政策部部长路易吉·迪马约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访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西蒙·伯
明翰

本报记者 李 婕

驻足观看表演，排队品尝咖啡，体验驾
驶高铁……这两天，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观众们纷纷走进国家贸易投资综合
展，感受不同国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特色产
业。据悉，此次进博会的国家展，面积约3

万平方米，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参
展，遍及五大洲。现场观众表示：“太热闹
了！各国展馆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地欢迎我
们去参观，好吃好看又好玩，在这里真的可
以很轻松地实现‘一馆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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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俄罗斯艺术团在俄罗斯展馆内表演舞蹈。
下图：肯尼亚展馆。

上图：尼泊尔展馆。

下图：加拿大展馆。 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邱海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