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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个国家 （含中国）、3个国际

组织参展

15个主宾国，比首届增加3个

总展览面积33万平方米

来 自 1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30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250家世

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境内外专业观众注册超过50万人

境外专业观众报名注册超过 7000人，

首届进博会境外采购商到会36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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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板块：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务

7个展区：科技生活展区、汽车展区、

装备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品
质生活展区、服务贸易展区、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

全球3000多家企业齐聚“四叶草”，再赴进博会“开放之约”——

买全球 惠全球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全球3000多家企业齐聚“四叶草”，再赴进博会“开放之约”——

买全球 惠全球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承诺：中国将支
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持续深
化差别化探索，加大
压力测试，发挥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
试验田作用。

承诺：中国正在稳步扩
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
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
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
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
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
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
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
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承诺：中国将进
一步降低关税，提升
通 关 便 利 化 水 平 ，
削减进口环节制度
性成本，加快跨境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

承诺：中国将保护
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
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
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
权 审 查 质 量 和 审 查 效
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今年6月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发
布，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
减至 37 条。8 月，山东、江苏、广西、河北、
云南、黑龙江6个省区新一批自贸试验区设立。

首届进博会上的这些承诺

中国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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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中国将加
快 出 台 外 商 投 资 法
规，完善公开、透明
的涉外法律体系，全
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

2018 年，中国平均关税
税率从9.8%降到7.5%。

截至今年5月，进口和出
口整体通关时间已提前实现
比 2017 年压缩一半的目标，
通关成本显著降低。

今年1月，《电子
商务法》开始实施：
今年 3 月，修订后的
《专利代理条例》开
始施行，明确规定了

“黑代理”的法律责
任。今年4月，中国

修订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加大了对侵犯商标专
用权行为、商业秘密侵权行
为的惩罚力度。

今年 6月底，中国发
布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清单条目在去
年大幅缩减的基础上由48
条减至40条。

今年10月，中国发布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确立对内外
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
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

展品变商品，消费者受益

“参加进博会没有买着，昨天收到非常好，今天
准备再买两个。”打开天猫搜索纳尼尼眼镜，这样一
条评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首届进博会上，意大利老牌眼镜生产商纳尼尼
带来一款首发展品——纳尼尼系列老花镜，因其可
折叠变形的特色，被誉为“会跳舞的老花镜”，并在
展会后的数月间成了网络搜索热词。

“首届进博会结束后的一年来，纳尼尼系列老花
镜全网销量激增，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至少 8倍。”
纳尼尼中国区总代理呼亚军表示，进博会带来的品
牌效应出乎意料。

这一年，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开始享受进博会
带来的“不出国门买全球”。

巴拿马金菠萝跨越大半个地球飞入寻常百姓
家、埃及橙子进入中国商场的自动橙汁贩卖机
内、新西兰牛奶出现在小县城的超市货架上、意
大利“网红小家电”线上线下都可买到、丹麦的
德谷胰岛素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一年来，大
量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普通消费者成为直
接受益者。

“以前听说装心脏起搏器至少要在医院躺上两
天，可是这次一点感觉也没有，太神奇了！”一名年
轻舞蹈教师植入了无导线心脏起搏器Micra。这款世
界上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正是美敦力在首届进
博会期间带来的“明星展品”，今年6月份已获批国
内上市。

展品变商品，消费者在行动，企业也在加快进
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呼亚军介绍，为了更好满足中
国市场的需求，纳尼尼特意向意大利工厂增购了智
能化数控机床，用来制造可折叠的产品部件。

埃及橙出口商、阿达维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
阿什拉夫·阿达维表示，公司下设工厂已投入约
430 万美元用于购买机器和培训工人，力求品相、
酸甜度、成色、农药残留度等都符合中国标准。

“首届进博会为我的产品拓宽了大门，中国市场太
大啦！”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更多了

首届进博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第二届
愈加值得期待。

——规模更大了。首届企业展和国家展总面积
30 万平方米，今年第二届进博会达到了 36 万平方
米，其中企业展从 27万平方米增加到 33万平方米，
两次扩大展览面积仍然“一展难求”。参加的国家和
地区、国际组织和参展商的数量均超过首届。

在首届进博会上反响热烈、计划在中国市场谋
求进一步发展的纪娜梵，这次展台面积翻倍到 216
平方米。“进博会是非常好的平台，未来一定会变成
世界的贸易中心，纪娜梵希望通过进博会收获更多
的商机，结识更多海内外的朋友。”纪娜梵创办人、
新锐珠宝设计师洪大钧说。

——质量更高了。世界 500 强和行业的龙头企
业参展数量超过首届，“隐形冠军”企业等优质中小
企业也将登场，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将在
进博会“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专 （业） 精 （品）
尖 （端） 特 （色） 产品荟萃，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
观众有望超过50万人。

抗癌新药、针对新生儿的血液透析系统、放
疗系统“4D 处方”、10 分钟可参观一座城市的“魔
墙”、“秒读”收银台……第二届进博会将上演全球
高精尖产品的大比拼。以汽车展区为例，140 多款
实车将驶入进博会现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首发。

——活动更丰富了。展会期间，各类配套活动
超过 300 场，增进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设立了进
博会发布平台，权威解读中国重大政策，发布国际
组织最新研究成果等。18个省市将举办 140多场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的交流展示活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世界旅游联盟等一大批国际组织，将在多
个配套活动中亮相。

“在各方积极参与和支持下，进博会的水平会越
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广，外溢效应会越来越大。”
商务部部长助理、进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任鸿
斌说。

搭乘“中国号”，共享“大蛋糕”

咸蛋黄鱼皮、城市沙爹、四季榴莲、娘惹薄饼……
一大批极具新加坡特色的“网红”食品来到第二届
进博会。

“首届进博会期间，新加坡企业参展意愿强烈、
收益可观。仅在商业对接活动上，新中双方企业就
签订了 15 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总值超 1.52 亿新
元。”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说，本届进博
会，84家新加坡企业将集体“组团”亮相，参展企
业数量和面积均有增加。

去年，中国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预计未来15
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
10万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市场，对各国企业的吸引
力毋庸置疑。

法国乐斯福集团去年早早预约申请了第二届进
博会展位。乐斯福首席执行官安托万·博勒说，今年
进博会，集团展区面积翻倍，期间不仅将展示产
品，还将举行知名烘焙赛事的亚洲区比赛，将法国
风味更好地推介到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正
在成长的市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

乐斯福是众多法国展商的一个缩影，今年共有
约80家法国企业确认参加第二届进博会，参展企业
数量、签约面积都较首届有所提升。

尽管面临中美经贸摩擦逆风，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的美国企业数量却有增无减，达 192 家，参展面积
4.75万平方米，较去年均明显增加，位居各参展国之
首。波音、微软、霍尼韦尔、宝洁、高通、玛氏……涉及行
业从装备制造到科技创新，从汽车出行
到日化用品，覆盖国计民生各领域。

连续两次参展的高通中国区董事
长孟樸表示，高通对进博会充满期待，将
展示与中国伙伴在5G手机、物联网、人
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成果。

带着期许，各国企业相聚第二届
进博会。在这里，更多国家和企业将
搭上高速驰骋的“中国号”列车，共
享发展“大蛋糕”。

今年今年77月月，，国务院推出国务院推出1111条金融条金融
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1010月月，，新修订的新修订的《《外资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
管理条例管理条例》》 和和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
入条件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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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11月4日，进博会吉祥物熊猫“进宝”在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南广场安放到位。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11月4日，第二届进博会部分志愿者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南广场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来了！

一年前，5000余件展品通过首届进博会第一次进入中国，闭幕后的300多天

里，展品变商品，开放的果实走进千家万户，实现了“买全球、惠全球”。

今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00多家企业齐聚“四叶草”，再赴进博会的“开放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