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企业热情高涨钟情“四叶草”

今年参展企业达192家，不仅覆盖所有七大展区，而且展位面积位列榜首

“老朋友”强生、美敦力、霍尼韦尔

来了……纷纷扩大展位面积，寻求更多

合作；“新朋友”康宁、默沙东来了……

在进博会持续释放的溢出效应中 ，它

们选择来扩大中国市场的“朋友圈”。

最新数据显示， 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的美国企业达到 192 家， 比首届增

长 18%； 参展面积达 4.75 万平方米，

不仅与去年相比有明显增加， 而且位

居各国参展企业之首。 美国企业热情

高涨亮相“四叶草”。

美国企业占了最大展位面积

全球 500 强企业霍尼韦尔公司算

得上是进博会的 “铁杆粉丝 ”，这体现

在多个细节中： 首届进博会结束后一

个月， 第二届进博会全球路演开到美

国， 霍尼韦尔是首批签约参展的美国

企业之一， 而且一口气把展位面积扩

大了 3 倍。 霍尼韦尔亚洲高增长地区

企业传播副总裁卢荣透露了一个小细

节， 就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十

天之际，美国东部时间 22 时 ，正在当

地开会的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还召

集参会人员开电话会议， 讨论进博会

参展活动和各种细节。

一家企业对于展会的重视程度 ，

从参会高管团队的数量中也可见一

斑。 美国食品行业巨头玛氏公司同样

是进博会的“回头客”。 今年进博会期

间，玛氏公司总裁格兰特·里德“打包”

整个高管团队来沪亲自 “上阵 ”，为来

自中国与世界的买家介绍展品。

有数据显示， 去年进博会，170 多

家美国企业参展，展位面积位居第三，

而今年参展的美国企业达到 192 家 ，

不仅覆盖所有七大展区， 展位面积更

位列榜首。

头脑风暴，只为“抢C位”

除了热情 ，更有激情 。 美国企业

迫不及待向中国市场分享最新的研

发成果 、最潮流的商品 ，他们纷纷拿

出企业的 “杀手锏 ”展示在进博会的

平台上。

在装备展区， 美国企业海克斯康

（Hexagon）带来了新能源汽车制造、车

身外观可感知质量控制、 智能驾驶平

台研究等系统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都

是为未来而来。 海克斯康集成工程师

周云开告诉记者， 中国的智能驾驶在

全球市场中推进速度最快，因此，企业

此次带来了安全领域的解决方案 ，覆

盖自动驾驶模拟、测试和验证全流程，

并提供面向自动驾驶的开发平台。 他

透露，企业目前已与百度、小米等巨头

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汽车市场

很大，我们希望来接触更多客户”。

为了“抢 C 位”，不少美国企业别

出心裁地展开了“头脑风暴”。 戴尔科

技集团展示包括边缘计算、 第五代存

储、 数据保护、 戴尔科技云平台等产

品 ，均是面向 5G、人工智能的端到端

产品组合和解决方案。 技术太深奥，如

何来表达？ 戴尔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

商用市场部总经理石峰告诉记者 ，企

业想出了个好主意，“我们现场带来了

首条奥运新型龙舟———‘奥林匹克龙

舟’（即‘中华小白龙’），企业将现场演

示如何利用技术优势， 推动科技赋能

体育数字化转型， 助力中国皮划艇项

目数字化建设和竞技水平提升。 ”

美国嘉吉公司全球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麦伟德今年也来到了现场。 其中

国区总裁刘军告诉记者， 企业的展台

不仅扩大至 200 平方米， 而且还首次

带来了美妆与食品的跨界产品， 最大

的亮点是“可食用 ”，其配方原料是从

大豆、玉米、柠檬等食品中提取的。

体验“进博号列车”的速度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0 营商

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

名继续大幅提升，从去年第 46 位提升

至现在的第 31 位。 《外商投资法》明年

1 月 1 日将正式施行、负面清单不断缩

短、 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完善……持续

优化的营商环境， 让美国企业对中国

市场的前景充满期待。

美国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就是获

益者之一。 首届进博会上，美敦力带来

全球最小无导线心脏起搏器， 这枚硬

币大小的起搏器今年 6 月已在中国获

批上市。 今年，美敦力加大力度，携近

50 件医疗创新产品登陆进博会。

“去年进博会取得巨大成功，今年

规模更大，更多企业加入，我们十分荣

幸可以参加， 希望为中国市场带来最

先进的产品和技术。 ”康宁大中华区总

裁兼总经理李放表示，经过近 40 年快

速发展， 康宁中国的生产销售分支已

遍布 17 座城市、拥有近 5000 名员工，

“未来几年， 康宁还将继续在武汉、广

州等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持续在中

国加大投入”。

坚持“拉手 ”而不是 “松手 ”，坚持

“拆墙”而不是“筑墙”。 这正是中国举

办进博会的意义所在———通过进博会

这个开放性合作大平台， 推动开放型

世界经济发展， 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强

劲动力。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全力承接好进博会辐射溢出效益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精心做好综合服务保障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昨天圆满闭幕， 共吸引 181 个国

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 3800 多家企业

共襄盛举。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 11 月 1

日起， 全面进入进博会服务保障实战

状态， 精心做好综合服务保障， 确保

第二届进博会成功举行。

据介绍， 虹桥商务区范围内市容

环境、 花卉绿化、 景观灯光、 雕塑小

品等品质、 形式、 标准在去年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 国家会展中心周边主要

道路、 街区、 河道和建筑物外立面等

焕然一新， 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 新

建并投入使用的国家会展二层步廊 、

地下通道工程， 成为今年会展东侧入

场人流的主要路径， 约占总入场人次

数的 30%， 人数较去年大幅度增加 。

管委会还牵头统筹推进虹桥枢纽一体

化安检工作， 组织各方有序落实。 从

运行情况来看， 社会各方反响均是正

面、 积极的， 旅客的换乘效率更高 、

体验度更好， 运行单位方面管理更便

捷， 达到了预期效果。 从现场值守和

各方信息反馈情况来看， 商务区范围

城市运行总体情况良好， 未发生重大

突发事件。

以进博会为契机， 商务区管委会

加大对虹桥商务区打造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的宣传推介和招商引资工作力

度 ， 全力承接好进博会辐射溢出效

益。 管委会成功组织了进博会举办期

间商务区相关配套活动。 目前， 已有

瑞士 、 新加坡 、 西班牙等 40 余家境

外企业和机构入驻或装修完即将入

驻虹桥海外贸易中心 ， 本届进博会

期间又有 10 余家机构

确定了意向 。 商务区

内两大 “6+365” 进口

商品常年展平台增长

迅猛 ， 进博会期间单日客流量均上

万人次。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全体工作人员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加强巡查督促和

值班值守制度。 每日多次组织力量巡

查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 、 地下通

道、 周边主要道路、 停车场等重点区

域， 发现问题现场指挥处置， 及时协

调解决市容环境 、 交通组织等问题

20 余项。 强化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

导带班制度， 加强对现场突发情况的

及时应对和处置。 做好虹桥商务区综

合指挥平台的资源整合和作用发挥。

据了解，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下阶

段将继续做好综合服务保障工作， 确

保进博会圆满顺利结束， 同时密切关

注撤展期间的外围服务保障工作。 在

国家展延展期间， 继续发挥商务区综

合指挥平台作用， 执委会城市运行组

工作机制照常运行， 确保城市运行平

稳有序。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和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作为进博会延

展期间重要的活动场所， 管委会做好

相应的统筹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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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各国独特文化 现场感受非遗展示
进博会国家展延展13日起开放，社会观众凭预约观展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王嘉旖）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落幕，进

博会延展“线路图”同时公布。据市商务

委主任、进博会上海城市服务保障领导

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华源介绍，国家

展将在 11 月 13 日至 20 日期间 （每日

9:30-16:30）向公众免费开放。 通过前

期网上预约，目前 8 天观展场次已全部

预约完毕，观众总数 40 万人。

他介绍， 社会观众可以参观 64 个

参展国的国家馆，充分领略各国独特文

化和投资、旅游、人文、科技等信息。 参

观完国家展，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非物

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展示。

延展时间：11月13日-11月20日
每日入场时间：9：30-16：30

如何抵达 地铁：2号线徐泾东站
或17号线诸光路站。 公交车：706路、

797路、710路、872路、197路、865路、

虹桥商务区2路内圈、闵行18路等。

入场方法
已预约成功的观众可免费观展，

未预约观众请勿前往。

国家展延展入场流程： 预检→验
票证→安检→入馆

11月15日~11月17日， 另有四个

展会与进博会国家展延展同期举办，因
此参观延展的观众，请经国家会展0心
北入口、西8米层入口、南8米层入口接
受安检。 其它时间的观众， 可直接在
5.2馆前安检入馆。

电子票使用方法：

（1）打开微信扫现场二维码。

（2）在登录页面0输入预约成功
的手机号和注册的证件号后 6 位，或
使用短信验证码。

（3）登录后显示当日门票二维码
在门禁处扫码入场。

看点二：感受非遗展
为塑造更好的参会体验， 第二届

进博会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0华
老字号”文化展示项目，在“买全球、卖
全球”的同时，打造一个面向世界、弘扬
民族文化的展示平台。 延展期间，0央

广场、会展步道层、西登录厅将有专区
展示上海、山东、浙江、陕西、福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0华老字号，并设互动
体验。 0国金币总公司也会展出纪念
币、金币文创、行业文化等内容。

牙买加馆
R买加馆通过绿色和黄色的组

合， 在色彩上呈现出了如R买加国旗
一般的动感和活泼， 局部加入蓝色的
顶和热带海滩风情浓郁的植物造型，

凸显出R买加的地方特色。 同时通过

VR 结合大屏幕的形式，让更多参观者
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R买加风情，起
到传播当地文化和增加商业合作机会
的作用， 促进R买加对外招商引资的
步伐。

看点一：畅游国家展
国家展位于 5.2 号馆，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包括0国在内，共有来自五
大洲的 64 个国家和世贸组织、 联合
国工发组织、 国际贸易0心等国际组
织参展。 主宾国包括柬埔寨、捷克、法

国、希腊、印度、意大利、R买加等 15

个国家。 各国通过传统和高科技等多
种手段， 充分展示本国独特文化和产
业竞争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工业
发展水平、投资、旅游、人文、科技等。

看点三：留影南广场
南广场是进口博览会的主宾出入

通道，“四叶草”建筑宏伟，巨型花坛鲜
花怒放，参展国家的国旗迎风招展，进

博会吉祥物熊猫“进宝”笑脸相迎，这
里是留下参观进博会国家展延展美好
影像记录的最佳打卡点。

看点四：趣享北广场
为宣传 2022 年冬奥会， 在国家

会展0心北广场东侧特别设置了冰雪
体验区，分为沉浸式 VR 体验区、冰壶

体验区、 冰雪奇幻嘉年华、 冰上体验
区、雪世界五个区域。观众可以在各体
验区入口处免费领取体验券。

看点五：采购进博同款
进博会上的爆款商品哪里可以

买？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0心和0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6 天+365 天”常

年展示交易平台绿地全球商品贸易
港，都是值得前往的“进博一站游”目
的地。

看点六：玩转会展中心周边
国家会展0心周边， 多个潮流时

尚、生态绿色的商业综合体环绕，从国
家会展0心步行可至。 包括新华联购
物0心、龙湖虹桥天街购物0心等。

GE 公司展区以“当智慧遇上机器”为主题，集中展示飞机发动机和 CT、磁共振等医疗领域的先进设备。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希腊馆
希腊馆的内容将集0在文化遗

产、好客精神和希腊美食方面。希腊展
台仿照古希腊神庙建造， 它将被分为
三部分，从而为观众提供特殊体验。具
体来说，第一个部分关于酒店和旅游，

包含体验区和珠宝展览。 第二部分是

美食区，那里将展示希腊食品、葡萄酒
和烈酒。 第三部分是播放希腊文化遗
产以及希腊传统舞蹈表演的视频区
域。 希腊是享誉世界、 热情好客的国
家，它乐于向世界分享自己的传统，以
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中国馆
0国展面积约 1500 平方米 ，共

6 个单元，包括开篇视频、创新0国、

开放0国、美丽0国、幸福0国、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融合发展。0国馆以庆
祝新0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 ，呈现
70 年来0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展示0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性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 。 0国馆造
型设计开放 、大气 ，空0五个结构由
0心向四周延展，象征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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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 、共享
未来 。

法国馆
法国馆被打造成为一个充满互动

开放的现代化展台， 使法国方方面面
的形象完整地展现给观众。 展台主色
调为白色， 运用不同的地板色调将展
台划分为展商区、公共区等区域。展台

正0间的白色透明塔象征着巴黎铁
塔， 也是展台的公共区； 左侧为展商
区，分为四大主题：健康、可持续发展
城市、美食美酒以及科技，均可供观众
访问，领略法国的风土人情。

特刊

国家展延展参观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