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易团一亿美元“首单”背后的秘密
震坤行工业超市与陶氏公司、施耐德电气达成巨额采购意向订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开幕，参

展商和采购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始对

接洽谈。 首日，上海交易团的“首单”已签———

来自上海青浦分团的企业震坤行工业超市宣

布，已与陶氏公司、施耐德电气达成 1 亿美元

采购意向订单。

上海交易团在第二届进博会上的首个采

购意向订单为何如此迅速？ “豪单”之中又透露

了哪些玄机？ 记者昨天找到“买家”震坤行，听

他们聊了聊“首单”背后的故事。

“购物篮”里不少“中国首发”

见到震坤行工业超市公共事务总监仲燕

的时候，她正在陶氏公司的展台。 “这次陶氏带

来了很多‘中国首发’，我正好来学习一下。 ”她

透露，与陶氏合作的订单中，不少是首次亮相

中国的产品，“比如运动鞋所采用的中底材料，

这是工业智能制造所需的耗材，不少下游企业

都需要”。

记者在陶氏展台看到，玻璃柜中陈列的就

是用于制造中底的陶氏熙耐特 3D 3335 液体

硅橡胶（LSR）。 据介绍，这是一种开创性的硅

酮材料，结合 3D 打印技术，可将有机硅弹性体

的性能优势应用于增材制造，为设计师和制造

商提供更大的设计自由，更有助于缩短产品开

发周期。

仲燕表示，首张订单采购的产品主要包括

智能制造所需的电子电气产品、耗材等，除了

首次亮相中国的产品，也包括日常合作采购的

产品。

谈起“进博速度”，仲燕还透露了一个小故

事。原来，去年震坤行就来参与进博会了，无奈

“手速”太慢，没有在会期中达成交易。不过，企

业在逛展时发现了不少长期合作伙伴的身影，

更看到了他们带来的“中国首发”“亚洲首发”，

这让企业决定，今年要早早下手，第一时间把

好货装进“购物篮”。

第二届进博会未开展，展商客商就早早对

接。 “为了这 1 亿美元订单，我们与两家企业做

了很多线下沟通，跨国企业会在进博会上展示

什么产品，我们需要采购什么新品、新品定价

多少， 每一个环节外企都需要向总部报批，经

过共同努力才达成了这个意向。 ”仲燕表示，关

于订单的商务细节还在进一步洽谈中，将于进

博会期间签署采购协议。

不用飞全球，一站式采购

1 亿美元“豪单”的背后，是一个充满潜力

的中国市场。 根据《2019 年中国工业品 B2B 市

场研究报告》的数据，去年中国工业品 B2B 市

场规模约为 2700 亿元 ， 线上渗透率仅为

2.7%， 预计未来五年工业品 B2B 市场规模年

复合增长率约为 43%，2023 年 ， 中国工业品

B2B 市场规模约达 1.58 万亿元。

“下豪单” 的震坤行工业超市来自青浦分

团， 是一家主要为制造业提供一站式工业用品

服务的平台， 经营百万余种工厂使用的辅料和

易耗品（MRO），是这个市场里的电商领头羊。向

上连接施耐德等 8000多家工业用品类供应商，

向下连接 1.5万家制造业企业客户，作为沟通者

的平台最知道客户的需求。 仲燕表示，国内各公

司对优质进口耗材的需求一直在高速增长，因

此， 平台也在到处寻找新品，“很感谢有了进博

会的平台，让我们不用飞到全球各地，就能一站

式采购。 ”

据悉， 震坤行工业超市是今年新授牌的

18 家 “6 天+365 天 ”交易服务平台之一 ，也是

承载进博会溢出效应的重要载体之一。仲燕透

露，“未来几天， 我们还将继续在展馆内寻找

‘好货’，为明年企业扩大规模做足准备。 ”

力争到会采购商和意向成交均超首届
上海交易团全力出击第二届进博会

上海交易团注册单位和人数远超首届。 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线上注册报名结束

后， 上海交易团秘书处办公室欣喜地统计出这

些数字 ： 上海交易团成功报名单位超过两万

家， 较首届增长 4700 余家； 成功报名人数为

16.7 万人， 较首届增长 4.3 万人。 上海团规模

再度扩容， 不仅 “2+4+18+X” 的交易保障体

系架构更加立体 ， 而且 “6 天+365 天 ” 交易

服务平台也增加了更多 “新面孔”， 将努力实

现 “采购商到会数量和意向成交规模均超首

届” 的目标。

把消费升级“购物车”装得更满

首届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 ， 按一年

计， 累计意向成交 578.3 亿美元， 其中上海交

易团的成交占比超过一成。 市商务委主任、 上

海交易团秘书长华源此前透露， 首届进博会上

海交易团半年以内的意向订单履约率已达

99%以上 。 上海企业采购的 33 台价值 4.3 亿

美元的大型医用设备已全部到货； 与意大利莱

奥纳多公司签订的直升机订单已陆续交付。

今年， 上海交易团的阵容更加豪华， 在首

届进博会交易服务线上线下平台、 四大采购商

联盟 、 18 个交易分团的基础上 ， 还新增了

“X” 的概念———市重点行业 、 重要领域的采

购商群体， 并加强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招

商力度。 记者获悉， 今年交易团新增女企业家

采购分团、 青年企业家采购分团、 中小企业采

购分团等特色群体， 使得交易团结构进一步优

化， 采购涉及面更广泛。

采购成交金额是衡量展会成效的重要指标

之一。 上海交易团会同各交易分团， 在开展前

已加强了意向订单排摸， 促进采购成交。 来自

上海 40 多家国企组建的国资交易分团， 采购

商品涵盖智能装备、 汽车、 食品及农产品等多

领域。 就在这两天， 一大批合作将纷纷落地。

而 11 月 7 日， 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也将举行

集中采购签约仪式。

上海交易团今年还首次在 “四叶草” ———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设立上海交易团常年展

示中心， 内设 “上海交易团之家”， 对四大采

购商联盟及承接溢出效应的成果进行展示。

把对外开放“朋友圈”扩得更大

提升展会成效 、 促进采购成交 ， 进博会

期间， 上海交易团将举办 46 场配套活动， 数

量比去年更多 ， 交易 “朋友圈 ” 比去年扩得

更大。

配套活动主要包括对接签约类、 研究发布

类 、 论坛活动及政策解读类活动 。 其中 ， 18

场供需双方对接签约类活动中， 包括浦东交易

团现场集中签约、 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集中采

购签约、 上海市级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

签约等几场重量级活动。 15 场研究发布类活

动各有发力点， 包括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九城市扩大开放政策发布会” “跨境电商助力

进博会” 等， 能让参展商更好了解上海的产业

特色 ； 8 场论坛展开 “头脑风暴 ” ， 将围绕

“长三角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 “上海产业

国际竞争力” 等议题展开讨论； 而 5 场政策解

读类活动则包括 “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

境” 等。

上海交易团秘书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充

分利用好进博会这一国家级平台， 宣传好上海

的贸易投资环境， 宣传好上海扩大对外开放所

取得的成就。

把进博会溢出效应承接得更好

打造 “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首届进博会

时， 上海共为 31 个 “6 天+365 天” 交易服务

平台授牌。 一年来， 31 个平台累计引入近 800

家参展商的两万多种 （件） 展品， 进口约 752

亿元商品。

毗邻 “四叶草” 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最佳观察窗口。 绿地

商贸集团总经理薛迎杰表示 ， 截至 11 月初 ，

这里已引入食品、 酒饮、 日用品、 保健品、 小

家电等 5 万余件进口商品， 共吸引来自 5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37 家客商入驻， 迎来参观客流

60 余万人， 接待专业采购商 1100 余组， 举办

各类商贸活动 50 余场， 累计成交金额达到 50

亿元。

运营并拓展好 “6 天+365 天 ” 交易服务

平台， 今年 10 月底， 新一批 18 家 “6 天+365

天” 交易服务平台挂牌， 成员单位总数提升至

49 家， 逐步成为进博会展品进入中国市场的

重要对接渠道。

与此同时， 已有的交易服务平台也在不断

突破， 提质升级。 去年已授牌的虹桥进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 ， 其重要组成部门 B 型保税

物流中心今年 8 月底竣工， 9 月初通过海关现

场验收， 9 月底落成运营， 这个总建筑面积达

5.1 万平方米的 B 型保税仓投入使用后， 将使

上海在探索保税展销加跨境电商 、 “前店后

库 ” 模式 ， 打造联动长三角 、 服务全国 、 辐

射亚太的进口商品集散地的道路上迈出坚实

一步。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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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视频对接，让交易更便利高效

供需对接会， 是进博会主办方为促进

展客商洽谈交流而特别设置的 “一对一 ”

洽谈环节。 记者昨天从供需对接会承办方

中国银行获悉， 今年进博会首次引入的视

频对接区正进入最后调试环节。 截至目前，

中国银行在全国八座城市设置的分会场已

陆续接到将近 180 家企业的报名申请。

中国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

理年综潜告诉记者， 引入视频对接区其实

是依托于中国银行两年前开始搭建的中银

跨境撮合服务系统。 他所在的研发团队在

开发这套系统时， 遇到过许多次客户双方

有洽谈需求但不在同一会场的窘境。 由此，

他们联想到， 为何不紧接着开发视频对接

环节， 使商务对接跨越地理限制， 让贸易

更便利高效。

今年 4 月， 这套视频对接系统在克罗

地亚举行的 “2019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中

小企业跨境对接会” 上率先试水。 不过当

时这套视频对接系统面对的企业客户数量

远远没有第二届进博会那么大 。 据了解 ，

今年进博会， 中国银行在视频对接区设置

了 8 张视频对接桌， 分别对应 8 个分会场。

与此同时 ， 在分会场的地点选择上 ，

研发团队充分考虑了国内企业客户的需求，

重点选择东南沿海、 长三角等区域。 年综

潜说， 考虑到广东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比较

多， 对海外展商需求较为集中， 因此特地

在广东设置了一个分会场。 此外， 民营经

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是分会场设置时重

点考虑的区域。

成功报名后的企业在对接会前就会收

到一份由中国银行提供的详细企业名单 ，

上面列出企业所在行业、 产品介绍、 商业

需求等各种信息。 报名企业可以在名单中

挑选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展商来进行洽谈。

去年首届进博会上， 不少中小展商没

有提前报名对接会， 却也表露了浓厚兴趣。

年综潜表示， 针对有临时需求的展商， 他

们在中银对接会助手 App 上专门新增了

“临客注册” 功能。 只要展客商在对接会二

维码墙上扫到了心仪合作伙伴的信息， 就

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进行 “临客注

册”， 简单输入参会人员名字、 联系方式、

希望对接企业等信息， 就可完成现场注册。

年综潜告诉记者， 如果视频对接系统顺

利通过第二届进博会“大考”，未来将进入常

态化应用，更多企业将因此受益。

在第二届进博会现场， 中外客商正进行交流沟通。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届进博会供需对接会首次为中外客商提供视频对接专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特刊

交易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