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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等外国领导人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30 日宣布： 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

请， 法国总统马克龙、 希腊总理米佐

塔基斯、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 塞尔

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将出席博览会开

幕式及相关活动。

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新华社播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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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正式 “官

宣”；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在即，这

一资本市场重大制度创新已在上

海落地开花， 并释放出源源不断

的改革效应。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10月29日，科创板

总市值5664亿元，流通市值796亿

元；36只股票全部上涨，较发行价

平均涨幅103%， 涨幅中位数为

91%。 科创板累计成交额9325亿

元，日均141亿元，目前换手率稳

定在4%至9%之间。

对于正在全力推进金融中心

和科创中心建设的上海来说，科

创板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板

块。不到一年时间，从制度规则迅

速落地，系统技术准备充分，发行

上市审核系统开工运行， 到挂牌

交易启动， 这个全新的市场为金

融资本与科创要素架起了一条高

速通道， 为整座城市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奠定基础。

制度创新“破冰”，令
全球最大指数公司刮目
相看

越来越多业内专家已经达成

这项共识：一个更有韧性、更有活

力的资本市场， 是未来全球金融

中心的关键所在。纵观科创板率

先“破冰”的种种制度创新，允许

未盈利企业上市 、允许 “同股不

同权 ”企业上市等 ，都指向了包

容性 、适应性 ，不断向成熟市场

靠拢。

这些改革的努力显然已经引

起了国际投资市场的关注。 一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是 ， 明晟公司

（MSCI） 宣布从下月起将科创板

上市股票中符合条件的个股纳入

MSCI 全 球 可 投 资 市 场 指 数

（GIMI）。这意味着 ，开市仅过百

天的科创板已令这家全球最大指

数公司刮目相看。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

军表示， 从开放程度看，MSCI纳

入中国科创板， 代表了全球投资

者对科创板的认可。

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A

股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吴晓辉对

科创板有着高度评价。他认为，创

立科创板的整套理念重心都是革

命性的，包括高科技板块为主、推

行试点注册制以及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定价机制。

激发市场活力，让资本敢投“科创幼苗”

科创板上市后，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发

展部总经理徐杨最明显的感觉是“竞争者更多了”。原先，

徐杨所在企业的主投方向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行

业。这些行业的主要特点是投资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

因此，很少有社会资本敢于入局。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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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将设
北斗产业聚集区

助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从“国产化”向“全球化”进阶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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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通讯聚焦金秋接踵在沪开幕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和第二届进博会

两场盛会书写更多开放新故事

■ 与上届相比，第二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人数再创“亚洲
之最”， 顶尖科学家人数几乎翻
了一番，今年新晋诺贝尔奖得主
有4位来华。当前，科技全球化与
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国际科技
合作正日益深化。第二届进博会
上，越来越多的尖端“黑科技”也
是首次在中国亮相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
中国搭台全球唱戏

■ 进博会和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今年都是第二届 ，两个
盛会，“回头客”真不少。首届论
坛80%的科学家再次来华，进博
会扩大了展览面积仍是 “一展
难求”，不少企业已经预约参加
第三届进博会。来了还想来，来
了有收获，“回头客” 是中国开
放决心和开放诚意的最佳见证

从最好资源到最优环境
“回头客”见证开放决心

■ 无论是顶尖科学家扎堆
的顶级盛会 ， 还是全球首个以
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 ，

都有共同的关键词———开放和
共享 ，关注人类共同命运 ，改善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 中国正在
成为更多先进技术造福人类的
“新秀场”

直面人类共同难题
创造共赢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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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强大脑”与上海“未来之城”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 ■观点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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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更多设计细节“剧透”

第二届进博会国家展搭建工作进入尾声———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正进入布展阶段，记者昨天获悉，

国家综合展现场搭建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

整个国家展搭建工作将在今天晚上完成。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昨天透露了更多

中国馆的细节。据悉，中国馆面积约1500平

方米，共6个单元，包括开篇视频、创新中国、

开放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大陆与港澳

台地区融合发展。中国馆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呈现70年来中国面貌翻天覆

地的变化，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

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 中国馆造型设计开

放、大气，空中五个结构由中心向四周延展，

象征中国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伟大实践，也寓意新时代五大洲和谐

相处，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享未来。

中国馆香港展区以“香港进”为主题，以

弧形屏幕捕捉船只扬帆航行时的形态，象征

香港不断前行，追求卓越；亦好比导航船，既

引进世界各地货物和服务进入祖国内地，又

与内地企业一起出海开拓新领域。

中国馆澳门展区以“澳门荟”为主题，以

通透明亮的世遗建筑剪影呈现城市中西荟

萃的特色。今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

年，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中央政府

的政策支持，这个国际贸易自由港已发展成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将持

续开放，担当中国联通世界的重要门户。

中国馆台湾展区以“开放、通透、灵动、

安全”为原则展开布展设计，在与中国馆整

体设计保持“协调”的前提下，充分彰显台湾

地域特色。 茛 下转第五版

日本商家感叹：进博会平台“效果惊人”

“进博会让人感受到迄今为止任何展会都从未有过的巨大商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座真正为商

家搭建的桥梁，它联结的不仅仅是商家与广

大中国消费者，展会期间的行业论坛和贸易

配对活动， 更使展会成为全球企业之间，乃

至全球企业和全球市场之间的平台”。 这一

反应代表了众多参加过首届进博会的日本

中小企业者的心声。

首届未参展“后悔莫及”

日渐走向“夕阳产业”的日本纺织业，近

年来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压力。日本国内的袜

子 进 口 从 1988年 8.8%快 速 增 至 去 年 的

83.8%。在此形势下，日本袜子厂商纷纷拓展

海外市场，寻求打开产品销路。三笠株式会

社是一家以生产袜子为主的日本企业，近年

来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同样在开拓新

市场方面面临着压力。 去年的首届进博会，

三笠并未参展，当时正在中国出差的甘利社

长专门前往会展中心想参观一下，但因未事

先做好入场注册，只能“望展兴叹”。

三笠公司曾宣布计划参展进博会，也早

早收到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关于参展第二

届进博会的邀请， 但因公司生产计划紧，今

年只好做出公司暂不参展的决定。为了能打

开中国市场销路， 利用好进博会的平台，三

笠公司今年6月已经和中国的一家大企业达

成代理协议，签订合作协议，同时也委托中

国企业在进博会上展示陈列自家的产品。甘

利社长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参观进博会的

入场注册手续，期待自家的产品能在进博会

上取得好成绩。

中小企业都感到“意外惊喜”

对于参展进博会的效果，曾参加过首届

进博会的日本中小企业都感到“意外惊喜”。

首届进博会期间， 有600家媒体和超过4000

人的记者到会采访。日本一家汽车配件商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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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公司感叹进博会上的成交速度，一

家公司的公关人员称，“首届进博会上整个交

易谈判的速度惊人， 明显能感觉到对方就是

来采购的。 会展期间还经常发生客户误将展

品作为样品带走的情况， 进博会让你能感受

到迄今为止任何展会都从未有过的巨大商

机”。在家礼品公司称，中国采购者对一件价

值35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的产品毫不

犹豫地问道，“样品也行，能卖吗？”确实让他

们感到采购的诚意。

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制鞋公司的员工表

示，“首届进博会是我们首次到中国参展。与

处于饱和状态的日本市场相比，进博会的参

观人数之多、采购意愿之迫切都能让你感受

到中国人的采购需求。

茛 下转第五版

■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座真正为商家搭建的
桥梁， 它联结的不仅仅是商家与广大中国消费者，展
会期间的行业论坛和贸易配对活动，更使展会成为全
球企业之间，乃至全球企业和全球市场之间的平台

■ 日本商家表示， 首届进博会上整个交易谈判的
速度惊人 ，明显能感觉到对方就是来采购的 。会展期

间还经常发生客户误将展品作为样品带走的情况， 进博会让你能感
受到迄今为止任何展会都从未有过的巨大商机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荩 详细报道刊第三版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多大的诱惑力？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知

名的拉菲酒可试饮，珍贵的蓝鳍金枪鱼可试吃；在品质生活展区，观众在现

场可以体验“画皮”技术，也可以感受“3D打印面膜”的定制化乐趣；在科技生

活展区，英飞凌机器人会对你做鬼脸，三星折叠屏触手可及……进博会进入

最后的布展阶段，食品及农产品、品质生活、科技生活三大展区的负责人昨

天“剧透”了一大波“明星展品”

探营第二届进博会三大展区

左图：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会场周边的道路、停车场、景观等设施已基本完成

布置，公共区域装扮一新，静候世界各地的宾客到来。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