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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雕像，各个部分都必须完

美”“等待最英明的顾问———时间”，说到

本届进博会上把历史感和现代感结合得

最好的展馆，希腊国家馆当之无愧。以传

统神庙为造型， 希腊国家馆设置了两栋

米白色建筑， 中间则由一个开放式中央

广场连接。

步入展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洞

内悬挂的名人语录。哲学家苏格拉底、历

史学家色诺芬……古希腊哲人的观点穿

越千年，向世界传递古老智慧。

展馆的主题是 “希腊 ， 共享的文

化”， 由共享的文化、 共享的灵感、 共

享的美好、 共享的欢乐、 共享的美食、

共享的愿景 、 共享的智慧 7 个部分组

成， 共有数十家希腊企业参与， 涵盖能

源、 旅游、 航运、 建筑、 制药和农产品

等领域。

借由 VR（虚拟现实 ）技术 ，参观者

仿佛漫步在圣托里尼的小巷， 观赏伊亚

小镇的世界最美日落。在美食酒吧落座，

正宗希腊菲达奶酪、 蜂蜜和葡萄酒等传

统物产一应俱全，邀你品尝。 在“共享灵

感”区域，古钱币上传统的水果纹饰，注

入珠宝设计灵感中，寓意繁荣与力量。在

“希腊文明五千年” 这个小型博物馆内，

观众可以欣赏到从基克拉迪时期一直到

希腊化时期的代表性艺术。如果逛累了，

不妨坐在“露天广场”歇歇脚，这里将滚

动播放希腊影片。

“共享”主题喻示着希腊愿与中国在

经济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并通过交流

创造新的商机。

去年 8 月 27 日，中国、希腊两国政

府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

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希双方

大力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与优势互补，在

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合

作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

随着两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和希腊之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两国之

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化国家层面的合作， 对于

民间投资行为也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正如希腊总

统帕夫洛普洛斯接受采访时所言，“进博会是一个新的

机会，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长远和更有意义的角度来

看待希中两国的关系。 ”

集齐七大世界级酒庄，浓郁酒香扑面来

说起智利，你会想到什么？是拉美

风情，还是红酒和车厘子？

智利国家馆今年再次亮相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 136平方米的智利国家

馆，以美酒为主题进行设计搭建，进驻

其中的七大酒庄更是带来别具风情的

佳酿。 步入展馆，浓郁酒香扑面而来。

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 安第斯

山脉西麓，西临太平洋，南与南极洲隔

海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使得

智利成为非常适合种植栽培葡萄的国

家。 “智利是红酒出口大国，之前就有

红酒出口到中国，近年来，这一数量在

不断增加。”智利馆工作人员克丽蒂娜

告诉记者，在智利，红酒的品种应有尽

有。 智利红酒色泽亮丽、香气浓郁、口

感和顺，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这次入驻

智 利 馆 的 Echeverría、Balduzzi、Casa

Verdi、Via Wines 等七大世界级酒庄，

涵盖了不同产区、不同等级、不同口味

的数百种红酒。 “毫不夸张地说，走进

展馆，就可以尝遍智利红酒，希望通过

进博会的平台， 进一步打响智利红酒

的知名度。 ”克丽蒂娜表示。

“我们已经感受到进博会的力

量。 ”克丽蒂娜告诉记者，2018 年首届

进博会举办后， 越来越多智利产品走

进了中国市场。也正因此，大家对于第

二届进博会更是充满了期待。

智利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

家，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资

源和渔业资源，物产丰富。 “在中国市

场上， 智利的车厘子、 蓝莓就非常有

名。 但除了水果， 我们还有很多好物

产。”克丽蒂娜介绍，比如，智利的海岸

线漫长曲折，海水产资源丰富；此外，

智利还是南美洲最大的猪肉生产国。

她告诉记者， 在第二届进博会食品及

农产品展区， 智利很多知名企业带来

了最好的葡萄酒、水果、三文鱼、猪肉

等多种商品，“这些企业希望在进博会

上打响知名度， 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了

解和熟悉智利的产品”。

中国是智利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智利对华出口产品集中于矿产品，主

要是铜。但是，目前智利出口商品越来

越多样化，特别是农产品。智利是中国

第二大新鲜水果供应商，仅次于泰国。

同时， 中国也已成为智利瓶装葡萄酒

的最主要出口市场。据海关总署统计，

2018 年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总额达

42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

除
音
乐
美
酒
，还
有
飞
得
最
快
的
超
轻
型
飞
机

在许多人心目中， 去年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 ， 捷克国家馆最具 “文艺

范”。 每天开馆时， 都会有钢琴家为观众

演奏中外著名钢琴曲目， 琴声悠扬。 而此

次进驻进博会， 捷克国家馆展品则可以用

“惊艳” 来形容———除了钢琴与音乐、 美

酒与美食外， 还有众多科技产品， 甚至还

包括一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轻型飞机。

伴着悠扬的钢琴曲， 捷克国家馆工作

人员、 金发小伙米洛斯拉夫·施奈尔戴着

白手套， 仔细擦拭着一套波希米亚皇家水

晶器皿， 展台上各色水晶制品在璀璨灯光

下炫彩晶莹。 捷克拥有古老而精湛的手工

技艺， 水晶制品更是该国的骄傲。 创立于

1948 年的捷克水晶品牌宝仕奥莎 ， 此次

带来了多件亮眼产品。 现场， 玻璃艺术家

伊日·特萨在各种闪亮夺目的水晶制品上

当场创作， 寥寥几刀， 一个憨态可掬的大

熊猫就出现在花瓶上。

“今年我们不仅带来了水晶， 还有捷

克最新科技产品。” 第二次参加进博会的

施奈尔向记者热情介绍， 捷克有近百家企

业报名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集中展示捷克

工业代表性产品和知名品牌， 其中包括波

希米亚水晶、 斯柯达汽车、 TON 家具等。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欧洲最大钢琴生产企

业佩卓夫公司再度亮相捷克国家馆。 数据

显示 ， 目前佩卓夫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

量， 已占其全球总销量的 35%以上。

由纳米纤维制成的超轻服装， 极其精

密的光学设备， 可以将用过的食用油转化

为化妆品的可生物降解成分专利技术……

除美酒和音乐外， 捷克馆内呈现的一系列

创新成果和技术先进的产品丰富又亮眼。

鲨鱼轻型飞机， 堪称今年进博会国家

展区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 这是一架采用

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和尖端技术研制

的前后双座轻型飞机， 保持着轻型飞机级

别的世界最快速度纪录， 并且获得过多项

著名大奖。 顾名思义， 这架飞机外形设计

思路来自鲨鱼仿生学， 拥有先进的空气动

力学性能。 承袭捷克飞机制造百年传统，

鲨鱼轻型飞机油耗低、 航程长， 且注重舒适性和安全

性。 飞机安装了整机降落伞， 如果在空中发生险情， 可

以打开降落伞， 使飞机安全落地， 大大提升了安全系

数。 施奈尔告诉记者， 鲨鱼轻型飞机已获得中国民航局

型号认可证， 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

印度洋明珠，有美景好物更有中马友谊

阳光沙滩、碧海蓝天，马尔代夫国

家馆就像微缩版小岛： 当地特色的茅

草屋，地面做成沙滩与海面相融，大显

示屏展示当地风光……

马尔代夫有1000多个岛屿， 点缀

在绿蓝色的印度洋上， 像一串串宝石。

在马尔代夫馆，茅草屋中展示的是具有

当地特色的金枪鱼罐头、 服饰和护肤

品 ，其中 ，马乔伊 （Majoie）化妆品还是

当地“网红”，其主要成分提取自椰子，

也有玫瑰精华等。创始人介绍，马尔代

夫不同小岛中有不少家庭条件比较困

难的女性，特别是年老的女性，这一化

妆品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她们。

马尔代夫椰子此次也是首次进入

中国市场，一天繁忙的对接后，已有不

少交易团提出初步对接意向， 希望能

通过电商进行后续销售。

马尔代夫是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

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

伙伴， 中国是第一个与马尔代夫签署

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 该自贸协定已

于去年 8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中国出

口企业凭借中马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可享更多优惠关税待遇； 自马尔代夫

进口的多种产品， 尤其是海产品等也

将获得中国进口关税减免， 这进一步

促进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

得益于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中

马友谊大桥、 社会住房等许多造福民

生的项目已在马尔代夫开花结果。 去

年 8 月，中马友谊大桥竣工通车，不仅

促进了马尔代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助力发展，而且大大便利了当地居

民出行， 这一成果也体现在了马尔代

夫国家馆的宣传片中。

“中马友谊大桥是连接马累岛、机

场岛及胡鲁马累岛的重要桥梁， 实现

了马尔代夫拥有跨海大桥的百年夙

愿。 ”马尔代夫馆工作人员塞纳介绍，

在马尔代夫， 一些大学和中学已开设

了中文课程， 也有学生专程到中国来

学汉语，我们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更多年轻人将了解“一带一路”建设以

及带来的机遇，并参与到马中合作中。

“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可以让留学

生带回知识， 还将加深两国民众间的

情谊。 ”塞纳说，感谢中方为提升马尔

代夫基础设施水平所作出的贡献 ，未

来马尔代夫将继续与中国在 “一带一

路” 倡议下合作， 为马中合作创造更

好、更加有利的空间。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祝越

希腊 捷克

① 希腊国家馆展出的古老钱币遗产和可穿戴艺术。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② 捷克国家馆展出的飞得最快的超轻型飞机———鲨鱼轻型飞机。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③ 智利国家馆以美酒为主题进行设计搭建，展出多款别具风情的佳酿。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④ 马尔代夫国家馆就像微缩版小岛，展示当地风光。 本报记者 祝 越摄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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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智利

“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发展探新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巨大带动效益正在显现。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预

测， 共建 “一带一路” 将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 4.1%。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与中国市场的连接更加密切， 中国已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去年达到 1.3 万亿美元，

同期增速快于其他地区。

中国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受到世界各国积极响应。 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踊跃参展， 将各国最精

华的科技、 文化带到展会现场。

参加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论坛的中外学者指出， 作为全球治理的 “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 倡

议已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平台。 大家认为， “一带一路” 倡

议的提出， 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 也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呼

应和参与， 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倡议秉承共商、 共享、 共建原则， 打造开

放、 包容、 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并以此解决经济增长和平

衡问题。

事实上， “一带一路” 建设也是贯穿本届进博会国家展的一条重要

主线。 记者昨天探访了部分 “一带一路” 国家馆， 发现这些展馆体现了

相关国家对于自由贸易、 文化交流、 合作共赢的期盼与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