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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管“隔空对话”，畅谈“中国市场猜想”

进博会首办“云采访”，视频连线世界各地企业高管

第三届进博会首次举办的 “云采

访”昨晚如约而至。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许多跨国企业高管无法亲自前来

“四叶草 ” 站台， 但他们依旧踊跃报

名 、积极参与 ，为进博会推荐最新产

品、技术。

本届进博会期间，新闻中心以“云

采访”的视频连线方式，与这些身处世

界各地的跨国公司高管们隔空对话，第

一时间带来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猜想与

期待。

进博会的“新面孔”，

却是中国的“老朋友”

在中国市场耕耘长达 42 年之久的

世邦魏理仕是今年进博会上的 “新面

孔”。 世邦魏理仕北亚区总裁戴柏勤是

昨天“云采访”直播间迎来的首位全球

高管。他说，“我们首次走上这个充满机

遇的舞台，期待在中国市场找到最佳合

伙人。 ”

作为一家全球性商业地产服务和

投资公司， 世邦魏理仕有三大主营业

务———外包、投资与咨询。 本届进博会

上，世邦魏理仕带来了全新的空间规划

解决方案和交互式数字化展示工具。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全球经济承压。 但戴柏勤欣喜地看

到， 中国市场开放的脚步并未因此停

止。 当下，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戴柏勤说，世邦魏理仕

的发展理念与此十分吻合。 “中国市场

充满机遇，大家都希望从全球合作中分

得一杯羹”。

全世界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机遇也

正在到来。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世

邦魏理仕将紧随行业新趋势、 新变化，

快速迭代更新自身的业务模式。 譬如，

疫情期间催生的物流、在线教育等新兴

行业需求都将是他们的重点关注领域。

一口气签订三年合
约，看好中国庞大市场

BIE 集团在本届进博会上作出了

一个重要决定———一口气签下未来三

年的进博会参展合约。集团创始人米哈

伊尔·米利拉什维利在“云采访”中充满

信心地解释道，“我们在此前两届进博

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相信今后会更有

收获。 ”

BIE 集团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从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化工业、木材

加工业到餐饮酒店行业，几乎涵盖到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人对它的了解

始于第二届进博会上的一款明星展

品———“空气制水机”，这是由该集团旗

下 Watergen 公司展出的。 这款设备可

以直接从空气中制取饮用水，一升价格

不足 0.3 元。 在参加了第二届进博会之

后，这款产品很快吸引到 200 多家意向

企业洽谈、合作。 中国市场的热情给了

BIE 集团充足的信心。 此后，这家高科

技企业顺利入驻上海，进一步深耕中国

市场。

米哈伊尔·米利拉什维利说， 中国

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中国经济也在持续增长。 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有庞大的市场、开放

的政策。在此前引进两大拳头项目的基

础上， 今年 BIE 集团还特地带来了旗

下一家新公司———NanoSono。这家高科

技公司专精于制造防细菌、防病毒感染

的纳米材料，可用于生产多种类型医用

纺织品。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

这款产品的市场前景同样值得期待。

江森自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进博会吹响新一轮发展“集结号”

第三次参加进博会的江森自控，

将围绕 “筑就智慧城市新未来 ” 主

题 ， 在展会上首发七大新品 ， 江森

自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朱永

焕介绍 ， “用智慧建筑科技筑就一

个安全 、 舒适 、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

城市。”

一个界面完成医院生
命支撑体系日常操作

“一个用户界面就可以完成医院

所有生命支撑体系的日常操作。” 朱

永焕介绍， 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全新发

布的江森自控 HBMS 医院综合运维

平台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医院建设，

通过打通医院内部以及不同医院间的

数据， 既方便进行智能化的统一集中

管理， 还能将不同的医院联合起来，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更好地进行应急

处理和调度。

“这一系统还可以针对特定的应

用场景定制数据呈现方式， 提供不同

的功能。” 朱永焕举出智能管理单元

的例子进行说明， 医院的管理人员可

以同时浏览和监控院内的空调 、 照

明、 医用气体、 门禁、 视频监控、 隔

离电源等各类设备设施， 以及及时确

认故障报警等。

一同首发的 ， 还有在疫情防控

中广泛应用的泰科 illustra Pro 热成

像测温摄影机 。 “它可以提供智能

化 、无接触 、高精度的测温 。 ”朱永

焕告诉记者 ，除快速无感测量人员

体温外 ， 泰科 illustra Pro 热成 像

测温摄像机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智

能人脸检测技术 ， 确保只检测人员

前额温度 ，减少误报 ，还可以选择单

人或多人检测模式 ， “其精确度可

达±0.2℃”。

此外， 该热成像测温摄像机还可

以主动发现异常体温人员， 当检测到

异常体温时， 系统立即通过多种方式

向操作人员报警， “包括摄像机声光

报警， 网页浏览器报警弹出， 还可以

和视频管理系统 、 门禁控制系统联

动， 大幅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朱永

焕说。

让室内始终保持你喜
欢的体感湿温度

记者了解到 ， 江森自控还带来

了一款 “贴心 ” 的智能温控器 。 据

介绍， DC1000 智能温控器可以自动

感知并收集用户的湿温度偏好需求，

并以此自动优化空调的运行逻辑 ，

让室内空气始终保持用户最舒适的

体感湿温度 。 “约克 YVAG 水生态

中央空调可以随时根据室内温度调

整水温 ， 智能除湿技术可以快速除

湿。” 朱永焕介绍， 这款智能温控器

还配有红外距离感应功能 ， 用户靠

近它时 ， 其彩色触摸屏便会自动亮

起 ， “不用开灯就可以轻松调节温

湿度配置。” 此外， 它还搭载了约克

空气质量传感器小 Q， 实时监测并

显示房间内空气温湿度 、 含氧量 、

PM2.5， ?评价为 “既懂事又全能的

智能管家”。

展会现场， 江森自控还将首发其

“OpenBlue 数字化平台 ”。 记者了解

到 ， OpenBlue 数字化平台集合了远

程诊断 、 预测性维护 、 合规监控 、

风险评估等多种人工智能功能 ， 可

以为办公 、 学校 、 医院等多元场景

提供全面的智慧建筑互联解决方案

与服务。

“进博会这一平台对于我们而言

至关重要， 在过去两届中， 我们不仅

签订了 3.9 ?元的采购意向书， 得到

了数千个顾客问询， 也更全面地了解

了中国市场， 汲取了发展动力。” 朱

永焕告诉记者， 未来三年， 江森自控

还要继续参展进博会， “这是我们植

根中国的承诺”。

全球企业高管眼中的进博会

高管寄语进博会
疫情让智慧城市的营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 而

如期举行的第三届进博会 ， 可以看作是中国在与世界分享
希望 ， 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市场持续开放 、 营商环境
不断完善的可期未来 ， 本届进博会也将吹响新一轮发展的
“集结号”。

———江森自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朱永焕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记者 徐晶卉

六大展区将继续增设行业前沿专区
第四届进博会展区“剧透”———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第三届进

博会展区开放首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就提前 “剧透” 了第四届进博会的六大展

区，将进一步专注行业细分领域，扩大或新

增多个行业前沿专区。

“第四届进博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举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招

展处处长崔颖介绍， 其主题将紧紧围绕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记者获悉，企

业商业展仍是第四届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延续服务贸易展区、汽车展区、技术

装备展区、消费品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

健展区、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的六大展区设

置， 并将努力为中国消费者挖掘国际前沿

技术和产品。

“技术装备展区将新增工业数字化转

型专区和集成电路专区。 ”崔颖介绍，“新能

源、新基建、智能制造是第四届进博会技术

装备展区的三大亮点；此外，本届进博会新

增的节能环保专区将在明年变身为综合场

景式的体验场馆，从净水、空气净化、热能

和综合节能环保 4 个方面向国内消费者展

示最先进的环保理念。 ”

消费品展区则将更深入地挖掘各国国

民品牌，增加国内消费者的“美好消费”。 据

介绍， 下一届进博会的消费品展区将进一

步细分消费品类。 “比如体育专区展区面积

将翻番，并将增加全产业链企业，推出科技

体育相关内容。 ”崔颖说，此外，消费品展区

还将新增“影音娱乐”专区，加入游戏、音响

和乐器类展商。

今年的“网红”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展区明年将加大医疗细分领域挖掘，建

立创新孵化专区。 继首次开设公共卫生防疫

专区后， 第四届进博会将进一步扩大该专区

面积，“瞄准明年疫苗研发生产的阶段性成

果，集中展示疫苗产品及上下游产业链。 ”崔

颖补充道，专区还将加大 5G技术下发热门诊

方舱医院远程诊疗产品及技术的展示， 以及

移动、快速检测设备和技术等。

广受 “吃货” 们欢迎的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也将围绕绿色健康， 扩大 “朋友圈”。

招展将更多挖掘还未出现在进博会上的国

家和企业， 让世界特色食品齐聚 “舌尖上

的进博会”。

服务贸易展区将瞄准大数据、云服务、

新基建，贴合最新应用场景需要，丰富“服

贸+”内涵，在智慧服务赋能全产业链上精

准发力。

而汽车展区则将扩大智慧出行、 新能

源汽车的招展力度。 崔颖介绍，“汽车展区

将引入汽车文化和汽车赛事概念。 ”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三届进博会期间发

布的税收优惠政策， 给予参展商更加稳定

的预期。 第四届进博会期间，符合免税类别

清单的展品达成交易后， 也可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

据了解，第三届进博会展区开放首日，

欧莱雅、米其林、雅士利、阿斯利康制药、欧

力士等 29 家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联盟成

员企业正式签约参展第四届进博会。 昨天

下午 2 点半， 通用汽车也在自己的展台签

署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的合约。

意大利展商签证延期当场解决

出入境管理局将窗口服务延伸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 第三届进博会展区开

放首日，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珠宝参展商马可和齐洛一

大早便来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境外人员服务站 ，

申请办理签证延期手续。 窗口民警通过核验证件信息

及邀请函等材料， 几分钟便为其完成了申请 。 “太方

便了！ 没想到在进博会现场就能办理签证延期。” 马可

激动地说。

两位展商 10 月 21 日入境后 ， 即在指定宾馆接受

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观察。 隔离解除后， 28 天有效的

入境商务签证期限只剩下了一半， 马可和齐洛有点担

心， 怕因此影响生意洽谈。 在得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设有境外人员服务

站， 为境外展商提供政策咨询和出入境办证 “一站式”

服务后， 他俩昨天便前来申请签证延期。 “这已经是

我们连续第二年参展了， 中国开放的

市场有着巨大吸引力， 我们没有理由

不参加 ， 隔离 14 天也值得 。 签证顺

利延期， 这样进博会结束后， 我们就

可以有更多时间走访中国经销商了。”

马可说。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为进

一步做好第三届进博会出入境服务保

障工作， 提升进博会外籍参展、 观展

人员出入境办证服务体验度， 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延续上一届进博会经

验做法， 在全市 20 个出入境办证点的

基础上 ， 继续开放驻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境外人员服务站 ， 通过全方

位 、 精细化的优质服务助力进博会

“越办越好”。

“境外参展、 观展人员因前期布

展和后续商务洽谈需要延长在沪停留

期的， 无须再前往市内出入境办证大

厅申请签证延期， 在会展现场就可完

成办理。 同样， 来参展的短期工作人

员在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许可的， 也

可在这里提交申请。” 服务站民警潘沁

介绍， 在取证方式方面， 申请人可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 选择快递到家 ，

或在服务站自行取证。

 ?特根新型冷铣刨机体积庞大， 成为本届技术装备展区的亮点。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