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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进博会热情不减

进博会是商品陈列、销售的展台，也是
信息流通、人员沟通以及文化融通的平台。
对很多国外商家来说，进博会更是分享中国
市场的重要舞台。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日本泰尔茂株式会
社带来的胰岛素注射针头“纳诺斯 Jr”以
0.18mm的外直径获得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
为当届进博会最小的“黑科技”展品。如
今，泰尔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三届进博
会的展品。

“近百年来，泰尔茂在心血管，体外循
环，血液系统等领域发展出完备的解决方
案。感谢进博会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把
更加个性化的医疗产品带到中国。这一过
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普通民众对泰尔茂
高科技产品以及匠人精神的认可。今年，
我们也将以最大的诚意，带着泰尔茂的卓
越技术与中国消费者见面。”日本泰尔茂株
式会社中国区总代表柴崎崇纪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柴崎崇纪表示，中国在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时表现出的行动力令人震撼，泰尔茂共捐
赠了包括 ECMO 设备、体温计、血压计和
血糖仪在内共价值 843 万元人民币的医疗器
械进行支援。柴崎崇纪认为，此次疫情短期
内推升了各种医疗设备、药品及医疗防控物
资的需求。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
疗行业的重要性与长期潜力。“未来，我们
将加速新产品的引进和落地，把海外的优秀
产品尽早地引进到中国，特别是推出适合中
国市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采用灵活的商业
模式，进一步推进本土化。在加快创新药上
市速度的大环境中，抓住机会更好地融入中
国市场。”

与泰尔茂一样，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
的宝洁公司同样感受到进博会巨大的吸引
力。宝洁大中华区传播与公关副总裁许有杰
告诉本报记者，2019年，宝洁公司从全球十
大品类、70个品牌中精选了多项高端、黑科
技产品参加进博会，在现场还设立了智慧、
未来感零售体验店，共同打造宝洁美好生活

实验室，解码未来消费趋势。通过这次参
展，宝洁公司充分体会到进博会的影响力，
相信第三届进博会将是一个规模更大、品质
更高、服务更优、成效更好的舞台。

“30 多年间，宝洁见证了中国的消费升
级。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品牌战略下，我们
持续不断地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新的品类、产
品和体验，与消费者一起成长。 今年，宝洁
将继续挑选最尖端的优质品牌和产品参加第
三届进博会展出，预计会有更多高科技产品
首次登陆中国市场。”许有杰说。

全球名企加力在华布局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第三届进博会“云签约”火热的背
后，恰恰是全球知名外企坚定加大在华布局
力度的缩影。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进口博览会展览
部副总经理周伶彦表示，尽管疫情给企业商

业展招展工作带来一些挑战，但在某种程度
上也带来了机遇。医疗行业相关企业抓住机
遇深耕中国市场，技术装备、汽车、消费
品、食品及农产品、服贸等展区的不少企业
也借机通过进博会平台弥补疫情带来的影
响，进一步拓展业务。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展示出
的决心、效率和果断，中国民众的团结与英
勇精神，以及专家、医务工作者和军队的无
私奉献与通力协作，都让我们印象深刻。尽
管现在还难以精准地评估疫情对我们业务的

影响，但以往经验表明，在疫情造成的短暂
冲击过后，消费必然强势反弹。更重要的
是，中国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企
业降负，确保企业能正常运转，共克时艰。
这些都让我们坚定了在华布局的信心。”欧莱
雅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说。

费博瑞表示，过去几年来，中国做出了
很多努力，让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公平、
可预期，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
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
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中国改革的步伐越来
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营商的环境越来越好，这些都让欧
莱雅集团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更加强烈。“我
相信，中国将很快成为欧莱雅集团内最大的
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财务报表上的变化，
成为外企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直接动力。
日 前 ， 乐 高 集 团 发 布 的 最 新 年 报 显 示 ，
2019 年该公司实现了收入、利润双增长。
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对业绩的
贡献功不可没。据了解，2019 年，乐高集
团把业务向中国的三、四线城市进行了延
伸。截至 2019 年底，共计在 35 个城市拥有
140 家品牌零售店，其中包括位于北京和上
海的品牌旗舰店。

乐高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乐高集团在
全球已拥有 570 家品牌零售店，并计划在今
年再开设约 150 家品牌零售店，其中大部分
将位于中国大陆。“2020 年再开设 80 家品牌
零售店，进入约20个新城市。此外，乐高集
团还积极与各大电商平台推进合作，扩展线
上业务，并且在近期与腾讯续签战略合作谅
解备忘录，该合作也是乐高集团致力于为消
费者打造独特数字体验的重要项目之一。”这
位负责人说。

对“中国机遇”充满信心

拥有 14 亿人口、近 100 万亿元年经济
总量、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
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
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这片蔚蓝
色的大海，为全球企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
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
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中国市场的复杂程
度之高、变化速度之快，对品牌方的创新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背景下，中国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使得
中国市场逐渐成为激发品牌创新的灵感之
源和面向全球的创新输出之地。宝洁对中
国经济长期走势及市场机遇将一如既往地
保持积极态度。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带领
下，疫情很快将被战胜，市场的活力将再
次得到激活。我们也会抓住机遇，努力为
中 国 消 费 者 带 来 更 多 元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体
验。”许有杰说。

法国欧瑞泽基金集团董事总经理陈永岚
对本报记者表示，欧瑞泽是一家具有百年历
史的法国投资公司，十分重视长期可持续的
发展，其在中国的发展策略不会改变。2019
年进博会期间，在中法两国领导人的见证
下，欧瑞泽基金集团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及法国巴黎银行共同签署了中法产业基
金。作为基金管理人，欧瑞泽希望在 2020
年能够将优质的欧洲公司带到中国，协助他
们对接中方资源。

“如今，欧瑞泽旗下的荷兰眼科研究中
心正积极布局中国市场；欧瑞泽协助的西
班牙香精制造商爱伯馨刚刚完成了对南昌
一家企业的收购。可以说，虽然此次疫情
对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我们认为影响
是暂时的。对于外资来说，中国市场的吸
引力十分强大，其经济韧性不可被低估。”
陈永岚说，第三届进博会将再次为世界了
解中国提供一个绝佳窗口，欧瑞泽基金集
团也在积极甄选优质的欧洲公司，希望届
时能够引入中国。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一般来
说，跨国投资者的投资经营决策是长期的、
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短期疫情影响是有限
的，当然也不排除做出一些应急性、战术性
的调整。宗长青介绍，多项调查和研究显
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大多数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
仍然看好中国市场长期发展前景，有些正在
继续加大对华投资。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企业向往之处也
是经济活力旺盛之所在。第三届进博会招
展以来，日本武田制药、法国米其林集
团、美国宝洁公司等诸多知名外企纷纷热
情投入、报名参展。这些外国经济主体以
实际行动彰显了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与市
场机遇的信心。

外企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有力应对了
新冠肺炎疫情。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方舱医院，到全国各地支援医疗队云集
湖北开展救治，再到各地民众积极配合减少
外出、减少聚集……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
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中国战

“疫”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国防疫形势的积极
变化，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也为外
资来华投资兴业带来了良好的社会预期。

外企看好中国，还因为中国有关部门
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确保经济社会秩序。
疫情发生后，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连续出台政策，积极
协调、调度组织生产，保障医疗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供应，稳定了市场秩序；财政
部、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在降低企业税
费负担、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大逆
周期调节力度等方面采取了有力举措；商
务部及各地通过创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

式、加强外资企业动态监测、主动提供支
持服务等手段，为全年稳外资稳外贸奠定
基石……

外企看好中国，更在于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
国，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工
业体系，在移动互联网、5G等信息技术方
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中国蕴藏了
巨大的人口红利，有近 9 亿劳动力资源、

1.7 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
源。这些雄厚基础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源泉和动力。如今，越来越多企
业复工复产，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
充足，民航、铁路、水运运输网络稳步恢
复正常运营。随着各项稳外贸政策措施效
果显现，全国进出口也已经出现恢复性增
长的积极势头。

“买买买不停”“爱消费爱生活”……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催生了潜力

巨大、供求多元的内需市场。眼下虽然受
疫情影响，消费有所放缓，但消费热情依
然高涨，消费趋势依然看好，很多人已经
在谋划种种“疫后补偿性消费”，聪明的企
业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可以说，中国市场
的优势和机遇没有改变，大多数跨国公司
来华发展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

越发展，越开放；越开放，越发展。
如今，中国用一系列卓然有效的行动说
话，扩大开放的政策和支持外企的措施正
在收获更多认可。对世界而言，疫情不会
削弱中国市场
的魅力，中国
仍是一片充满
机遇的“海”，
能纳百川，能
行巨船。

企业向往之处就是活力迸发之地
孔德晨

开放谈

第三届进博会报名参展企业已超过1000家，招展进度快于往届同期——

进博会“云签约”为啥这么火？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连续两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都成
为全球商界的顶尖盛
事。第三届进博会将
怎么样？

据了解，第三届
进博会报名工作已全
面启动，网上“云签
约”十分火热，多家
全球知名企业确定了
参展意向，正提前筹
划参展事宜。截至目
前，第三届进博会已
签约展览面积超过规
划面积的 50%，报名
参 展 企 业 超 过 1000
家，总体招展进度快
于前两届同期。

尽管新冠肺炎疫
情短期内对中国经济
运 行 产 生 了 一 定 影
响，但不少知名外企
依旧看好中国经济中
长期走势，积极布局
抢抓中国市场机遇。

▲2月 21日清晨
8 点半，在郑州机场
34 号货机位，阿塞
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
空公司一架货机正在
装卸进口货物。

马 健摄
（人民视觉）

▶不久前，装载
着来自卡塔尔的 430
辆平行进口汽车的滚
装货船“劳拉”轮缓
缓靠泊海口秀英港20
号泊位，这是海南自
贸区政策实施以来的
首艘汽车外贸船。

杨冠宇摄
（新华社发）

◀2月24日上午
9 点，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国际商贸城全面
复市。图为当天义乌
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
馆印度展区，客商选
购印度异域特色商
品。

吕 斌摄
（人民图片）

▼近日，日资企
业江苏苏州高新区晶
端显示精密电子 （苏
州） 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紧张生产中。

华雪根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