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订单之外，他们还想寻到“中国合伙人”

进博会供需对接会新设银发经济产业对接专区

银发经济产业对接专区是第二届进博会展期供需对接

会一项新设内容。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一个更细

分、开放的养老服务市场亟待建立。 昨天，记者在银发经济

产业对接专区采访，发现了许多养老服务领域的“新面孔”。

展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银发经济产业对接专区其实是一个

“泛养老”概念，境内外养老用品与养老服务供应商、养老地

产及养老金融服务商均可以报名参加，并按各自需求匹配、

寻找最适合的合作伙伴。

一口气签下五份订单，她却还直呼“时
间不够用”

来自辽宁的采购商张雪源直呼三天的展期供需对接会

“时间不够用”。这是她第二次来到进博会，在供需对接会首

日就一口气签订了五份合同，基本都围绕着健康产业，从保

健品、医疗器械到居家养老产品等。

张雪源告诉记者， 她在辽宁鞍山经营一个养老产品及

服务平台，此前也参与过当地举办的老博会，但从产品数量

到服务类型，都无法与进博会相比。进博会上，从养老旅游、

养老地产、康养产品到保健品，她可以找到所有与养老相关

的服务、产品，仿佛进入了一个“超级大卖场”，从容挑选自

己最心仪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对于提供同一类型产品或服

务的企业，她也完全有选择空间，可以先比价、再签约，在企

业能力范围内匹配到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不仅仅瞄准订单， 更要建立起自己的
“进口数据库”

张雪源在昨天的供需对接会现场“相中”了一家来自韩

国专门经营发酵红参的企业， 双方在现场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 她告诉记者，对于后续的合作模式，双方还需要再深

入交谈。

作为一家专精于养老服务的平台， 张雪源不仅要在进

博会上购买商品，更重要的是与这些提供养老服务、产品的

海外优质公司建立起商业联系， 建立起自己的 “进口数据

库”。“在进博会之前，我们想要搜集到这些海外公司的资料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双方也很难建立起沟通、联系。”在

她看来，进博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签成一张张订单，更在于

合作双方未来可以建立更加深入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现场洽谈气氛火爆，他却一直在默默观
察中国采购商

与张雪源签订初步合作意向的韩国公司负责人李炫九

告诉记者，今年的进博会之旅，他们十分希望能寻觅到一些

靠谱的“中国合伙人”。 通过几天的展台展示、供需对接，他

们已陆续收到了近百家企业的问询。但在火爆场面的背后，

李炫九其实也一直在默默观察着这些中国采购商， 试图从

中挑选出最心仪的合作伙伴。李炫九说，目前他所在的公司

仍未在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分销网络， 希望进博会后能进一

步与这些签订初步合作意向的公司深入沟通， 让韩国发酵

红参以更优惠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

与李炫九相似， 日本五大陆株式会社董事长神田淳史

同样将进博会视为一次进军中国市场的最好机遇。 在昨天

的供需对接会现场，神田淳史与一家中国客商签下了订单，

主要内容为医疗观光服务。随着日本观光医疗行业的兴起，

神田淳史所在的企业以每年翻番的增速快速成长。“在进博

会现场，我们收到了几十家企业的名片，他们都流露出强烈

的合作意向。”他预计，未来几天内，公司有望与更多中国企

业达成合作，并借此拓宽自己的销售网络。

上海以区块链技术
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区

块链+” 新闻发布会昨天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

场举行。 发布会上， 上海市口岸办会同多部门共同发布并

推出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区块链+” 多项应用成果。

政企双方代表还共同签署 《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倡议

书》， 标志着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正式成立。

据市口岸办副主任申卫华介绍， 目前， 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形成兼具 “监管+服务” 的十大功能板块、 53 项

地方应用， 对接 22 个部门， 覆盖监管全流程及国际贸易

主要环节。 平台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 延伸推广到数字金

融保险、 数字供应链、 物联网、 智能制造等商业环境领

域， 为企业免费提供国际贸易相关的公共服务。 世界银行

专家高度评价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认为其功能的复杂

性和业务处理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 并向全球各国推广。

上海海关的保税展示展销区块链辅助监管系统也于昨

天公开发布。 这是上海海关首个区块链应用项目， 也是首

个运用区块链技术为进博会服务的项目。 该套系统充分利

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记账、 共享账本、 多方验证、 不可篡

改等特点， 实现进口商品从采购订单发出、 货物到港到运

抵保税区， 从展销指令发出到运抵展示展销场所， 再到完

成销售、 计征税款， 全程信息数据上链、 全程透明。 而消

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可全程溯源。

交易幕后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占悦

北京交易团：对接进博会，到上海“买全球”

本届进博会， 北京市交易团参加国家

展、 企业展和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

北京主题日等重点展会活动， 报名单位和

人数较首届进博会实际到会数量分别增长

40%和 81%。

开展多种形式招商引资

据悉， 北京市成立了由主管副市长为

团长的 “1+6+5+16” 交易团组织架构， 即

1 个北京市交易团， 综合协调组、 活动策

划组、 宣传报道组、 成交统计组、 招商引

资组和安全保障组 6 个小组， 下设市属国

有企业交易分团、 高端装备及汽车交易分

团、 医疗器械及医药用品交易分团、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易分团、 天竺综合保税

区交易分团等 5 个行业企业交易分团和 16

个区交易分团， 全面负责北京市交易团成

交和招商工作。

采购商注册报名期间， 北京市交易团

充分调动政府部门 、 协会和企业的积极

性， 广泛组织动员各行业各领域采购商报

名。 本届进博会北京市交易团报名单位和

人数较首届进博会实际到会数量分别增长

40%和 81%。

记者获悉， 为充分展示新时代首都新

形象、 新发展、 新成就， 北京市交易团 6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办以 “共享

北京开放新机遇 ” 为主题的宣传推介活

动 ， 重点围绕北京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

放、 特色发展区域等改革开放相关政策 、

发展优势及发展成效进行专题宣传推介 ，

抓住机会招商引资， 同时推介京交会。 主

题日还将组织重点企业的产品发布、 专题

宣传和重大项目签约活动。

推介扩大开放政策

回顾首届进博会， 北京市交易团共计

有 4741 家企业单位、 14354 人报名参展，

380 余家企业与国际参展商签署采购协议

近 800 份， 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北京市交易团在民生领域的产品采购

力度空前。 其中，新发地公司与南非、泰国

等大型供应商签订高端食品及农产品采购

协议。北京医院等 44 家医疗卫生单位和 65

家药械生产、经营企业，与 20 余家国外先

进医疗设备制造商签订医疗器材及医药用

品采购协议。 同时，机电产品等高端制造装

备、跨境电商等领域的采购也十分火爆，包

括北京施耐德公司与母公司签订设备供货

协议，京东集团与戴尔、松下、高通等企业

签订三年期采购合作意向。 此外，新技术合

作也异军突起。 朝阳区国术科技公司与以

色列爱可丽可公司签订技术及产品合作协

议，并取得国内独家设备制造权。

首届进博会期间， 北京市交易团还以

宣传推介首都城市形象、 推介服务业扩大

开放政策、 发布重点领域采购需求为重点

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进博

会主会场展示的一幅《三山五园》壁画幅长

4.3 米、宽 3.2 米、重近 1.6 吨 ，是由北京市

珐琅厂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

泰蓝制作技艺完成的 ，12 块铜板掐丝 、烧

蓝、打磨、裁边，拼缝时误差不超过 1 毫米，

充分体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周渊

“小众”冰雪产品，有了广阔舞台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 ，

“冰雪热潮” 有望席卷国内， 冰雪体育项

目走入校园、 大型滑冰场 “落户” 南方城

市、 冰雪相关活动层出不穷。 今年进博会

上，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四叶草”

外首次搭建了冰雪体验区， 供需对接会上

也首设冰雪体育专业对接专区， 彼此形成

呼应。

一拍即合签订单 ，他要 “取
长补短”

齐齐哈尔黑龙国际冰雪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单志宏在冰雪体育对接专区上仅用

了 3 分钟， 就和格兰特欧洲商会会长贾建

萍签下一笔订单， 他觉得双方是 “一拍即

合”。 从 2015 年起， 该公司就与国外冰雪

运动器械企业开始合作。 今年进博会上 ，

前来参展的国外冰雪运动展商中， 不少都

是单志宏的 “老熟人”。

据单志宏介绍 ， 该公司经营品类众

多， 从冰刀、 滑雪板等器材的生产销售 ，

到冰场 、 雪场的运营 ， 包括冰雪运动培

训， 都有涉足。 其自主生产的冰雪运动器

械在国内外市场还收获了不少好评。 “但

我们还是会引进一些国外产品， 取长补短

才能更加进步。”

单志宏这次签约准备进口的是捷克出

产的滑雪板技术， 可制造出高端竞技款产

品 ， 属于高端竞技款 ， 适用于专业运动

员， 而这恰恰是企业目前的 “缺门”。 由

于目前中国冰雪运动培训还不发达， 而国

外则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因此， 单志

宏这次还引进了青训等相关培训服务 ，

预计之后将推出适用于中国市场的培训

产品。

当好“红娘”，帮助中欧企业
拓展市场

格兰特欧洲商会是经欧盟批准成立的

商会， 贾建萍认为她主要起到 “桥梁” 作

用 ， 即帮助欧洲企业找到合适的中国买

家、 将中国产品推向欧洲市场。 冰雪运动

在中国尚处发展阶段， 与欧洲相比还有不

小差距， 但这也为双方交流合作提供了更

多机会。

“红娘” 贾建萍在对接会上完全没有

“喘息” 的时间， 昨天一天， 就有大约 40

位采购商前来问询。 同时， 她也在寻找合

适的中国产品， 准备推荐到欧洲市场。 在

“相中” 黑龙公司的冰刀、 滑雪板与护具

等产品后， 她也下了单， 将把这些 “中国

制造” 带到欧洲电商平台上展示销售， 向

欧洲消费者推广。

在单志宏看来， 冰雪体育产业首次进

驻进博会， 能够激起更多国内消费者对该

项运动的兴趣和参与， 同时， 也吸引国内

外展商客商开拓这个市场， 做大蛋糕。

贾建萍也感觉到中国市场对于冰雪运

动的需求变得更大了， 而这并不限于冰雪

运动器材 ， 她还希望能够送出 “精神食

粮”。 对接会上， 贾建萍带来了捷克冰上

音乐剧 《灰姑娘》 的剧本， 期待让文化与

体育相结合。 据了解， 这部音乐剧有望在

2022 年前引进到中国。 “进博会设立冰雪

体育专业对接专区， 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其

他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她表示。

■本报记者 占悦 王嘉旖

上图：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一家中国企业负责人对西班牙某企业展台前的产品产生了浓厚兴趣， 专门

请来翻译与对方进行沟通洽谈。

右图：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一家法国红酒公司刚刚与国内一家企业达成销售代理协议， 合作双方站在

展台前合影留念。 均本报记者 刘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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