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珠宝商惊叹“上海速度”

能在疫情之下再现进博会的精彩， 必须感

谢一些展客商， 包括跨越重洋赶到上海的意大

利人马可·卢梭。 哪怕要经历来回两轮 14 天隔

离，哪怕航班价格翻了几番，哪怕要连续错过与

家庭共度万圣节、幼子的生日，他都没有动摇。

而对于这样的老朋友， 上海相关方面也以持续

的营商环境改革以及一流的会展服务作为回

报，留下一段特殊的“患难见真情”故事。

在第三届进博会珠宝展区， 作为百年贝雕

家族 Russo Cammei 的第四代传人，马可坚定地

告诉记者，此次下这么大决心、付出这么多努力

来参展，是因为自己对家庭、对家族、对员工承

担着责任。 好在这次他不虚此行，而上海方面一

系列措施，让他为中国效率、上海服务而赞叹。

比如，马可这次带来的珠宝展品，是被作为

保税货物送入展馆， 享受到保税展示交易的优

惠，也就是在交易前无须完税。 仅这一条，就为

他大大减轻了资金压力。 事实上，这次带来的展

品，数量是上届的 4 ?，如果没有海关的政策，

马可拓展中国市场的脚步绝不会如此大胆。

去年， 第一次深度接触中国客户的他收获

满满。 本想着来年再接再厉，谁料风云突变，疫

情使全世界陷入困境。 整个上半年，他收到的第

一笔也是唯一一笔订单， 来自中国———因为组

织 10 多家意大利珠宝商参与第二届进博会而与

马可结缘的维缇珐中国公司负责人陈海燕告诉

他：不管你有多少货卖不出，我们帮你。 就这样，

虽然许多海外展商选择以送展品到上海的方式

参与这届进博会，但马可坚定选择亲自到会。

陈海燕告诉记者，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维

缇珐就致力于帮助意大利“小而美”的珠宝企业

与中国买家对接。 第二届进博会上，珠宝商的热

情陡然高涨———维缇珐展团的规模几乎翻番 ，

展台面积更

增长 8 ?。今

年虽有疫情

影响，但展台更大了，送来的展品更多了。

好不容易来趟中国， 马可希望尽量用好这

次进博之旅，相关部门的政策也让他得偿所愿。

根据海关的保税延展政策，进博会落幕后，展品

依然可以享受成交前免完税优惠，经申请，最长

可达两年；同时，借助“馆区直通”“区区流转”等

创新的海关监管模式，展品能保留保税身份，从

展馆转移到其他监管区进一步展示。

让马可惊叹的“上海速度”，还包括他办理

签证延期的体验。 由于抵沪后先隔离了 14 天，

进博会开幕时，他的 28 天商务签证有效期只剩

一半。11 月 5 日一早，他来到上海出入境管理部

门设在“四叶草”的窗口，仅花了不到半小时，就

办妥了签证延期 28 天的所有手续。

“老朋友”在中国扎根水到渠成

第三届进博会展区开放第三日，医

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的明星企业、全

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与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签约，将在新片区建立

新的法律实体，投资总额达 2 亿元。 这

是进博会展商变投资商的又一案例，体

现了进博会越来越明显的溢出效应。

诺和诺德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了，从

首届开始已三度参展，每年都会带来糖

尿病前沿创新产品和慢病管理解决方

案。 第二届进博会上，德谷门冬双胰岛

素注射液实现实物的“中国首秀”，1 个

月后即在中国上市。 今年 5 月，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国内目前唯一具有

降低心 血 管 风 险 适 应 症 的 降 糖 药

物———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心血管适应

症上市申请。 本届进博会上，诺和诺德

宣布将加码中国投资、升级全产业链布

局、加速创新药物引进，继续植根中国，

服务中国以及全球患者。

中国对疫情卓有成效的控制，使经济

和社会生活得以稳定复苏，这给了诺和诺

德等跨国企业巨大信心，进而实现业务的

快速回升。 今年前三季度，诺和诺德在中

国实现两位数的逆势增长， 这也让其从

展商到投资商的转变更为水到渠成。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

开放包容的文化和契约精神非常认同。

临港新片区对标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

自由贸易园区，重点支持包括生物医药

在内的四大产业，具有制度和政策上的

优势。 ”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

中国区总裁周霞萍表示。

双方的缘分始于今年 6 月，当时诺

和诺德正在考虑为生产、研发、制造一

体化的中国项目选址。新片区所在的洋

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对于海外进口新药

进入中国有着对应设计的政策，通过上

海医药的引荐，双方开始了首轮洽谈。

“临港既有物流，又有研发，有生产

的相应资源。 ”管委会特殊综合保税区

处副处长张俊介绍，洽谈过程中，诺和

诺德对临港的营商环境、 区位优势，以

及相应的资源都进行了充分了解，双方

一拍即合。

根据协议，诺和诺德总部将在新片

区建立新的法律实体单位，为进一步扎

根中国打下坚实基础。看中新片区开放

制度优势的诺和诺德，还将在临港拓展

成品进口及分销等业务。此次进博会上

展出的新药将在临港率先引进。 “特殊

综保区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有关政策具

有突破性。”张俊表示，尤其对生物医药

产品、特殊物品、小分子化学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是有政策障碍的，特殊综保区

接下来将先行先试，使海

外知名医药企业能找到

更好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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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进博会上的花漾星球、清妍等品牌的展品，成了第二年

中国日化市场线上线下的“爆款”商品；参展前两届进博会的蓝

多霸品牌， 成了今年中国消杀市场的香饽饽……跨国企业联合

利华发现，短短三年间，公司已成功将 10 多个参展品牌引入中

国市场，进博会这个世界级平台有着把展品变商品、本地化落地

变爆品的“超短链接”。

蓝多霸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英国消杀品牌，畅销全球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在连续两年参展进博会之后，其在中国市场也积

累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展品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进口，

落地变成商品，销量大增。

今年年初，受全球疫情影响，国内客商开始频频咨询这款进

口商品是否有货。 京东消费品采购负责人翻出去年拍的展品照

片，按图索骥，“我们平台的数据预测，今年进口商品尤其是消杀防

疫商品的增长趋势明显，能不能增加采购额度，加快进口速度？ ”

中国强劲增长的内需市场， 让联合利华敏锐捕捉到品牌商

机———当一款进口商品的规模足够大了， 就有本土化生产的可

能。 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曾锡文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公司

位于上海的全球研发中心启动本土化研发，“根据前两届会上客

商反馈的一手资料，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更喜欢泡沫型、喷雾型

产品，因此，除了把原有的啫喱产品本土化之外，我们还专门研

发出泡沫喷雾、洁厕卫生湿巾两款产品”。

商品还未落地，客户就闻讯而来。上海奉发是联合利华在华

东区的一个经销商，公司负责人何淼镯向记者透了个底，原来，

他们早已相中了联合利华展台上的展品，一直“长线跟踪”寻求

合作。 今年 8 月，蓝多霸系列产品在中国上市，上海奉发也成功

抢得先机。 曾锡文表示：“蓝多霸从展品变商品，一路都按下‘加

速键’，预计年内品牌就能完成线下数千家中大型商超的铺货。”

这一次，记者特意来到展台，看到了蓝多霸的“全家福”，前

来咨询的客商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海关支持 2020 年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这些展品在展期结束后

不必“原路返回”，将进入保税区，按照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

口商品模式销售，实现展品变商品的转变。

曾锡文带来了最新进展： 在中国研发生产的泡沫喷雾一面

世，就让公司总部及其他市场“眼前一亮”，希望把中国本土化的

技术和产品推向全球。 从展品到商品，从本土化再到全球化，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平台、一扇窗口、一座桥梁，

助力跨国企业把产品从全球引入中国， 更将中国的创新研发反

哺到世界市场，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一个生动写照。

得益于进博会的“聚宝盆”效应，展商和客商能够在同一个

平台上交流、交易，将“长路”缩短成为“超短链接”。 不少参展商

都表示，他们愿意押宝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带来的“正面效应”，把

最好的展品带到进博会；采购商则说，归功于平台效应，他们能

一站式接触到众多海外商家，成本低效率高。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这届特殊的进博会“溢出”了什么
张 懿

今年在疫情的考验下，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所倡导的开放、 合作、创

新、共享精神，更具备了特殊意义。 当

全球遭遇病毒肆虐与经济下滑的双

重压力，中国自身也面临巨大挑战和

不确定性，但我们仍以最大的诚意和

努力打开大门， 向全世界传递信心，

注入希望，激扬动力。 所谓“患难见真

情”，相信经过今年进博会的实践，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述一定会具有更

加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感召力。

上海是进博会的主场所在地，同

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 我们一

直说，上海是全国的上海，而置于进博

会的语境下，上海更是全世界的上海。

今年通过这样一届特殊的进博会，全

球展商， 无论是亲身来沪还是在线参

会，上海给他们提供的服务、留下的印

象，无疑具备了更多的世界性意义。

着眼于未来，我们会更加关注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 今年进博会向外溢

出的首先是路径与方向。 正如全球客

商所见证的那样，通过精准有力的防

控，中国逐渐掌握了战 “疫 ”主动权 ，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复苏，有望在

全年保持 GDP 正增长。 这些实践，有

理由化为一种方法论，对同样希望能

协调防控与发展的国家有所借鉴。

今年进博会向外溢出的还包括

融合与碰撞。 在全球旅行受阻、交往

合作迟滞的情况下，进博会成为今年

全球几乎唯一正常举行的综合性超

大展会。 我们看到了大量新技术、新产

品、新理念在展馆中集中呈现 ，不仅有

助于推动各行业持续发展，更可以通过

这个开放交流平台，在更多交叉领域碰

撞出更多突破、孵化出更多创新。

今年进博会向外溢出的当然也包括

信心与希望。 让人过目难忘的，不仅有中

国市场滚滚前行、 内需怦然搏动的壮阔

声音，更包括全球在推进经贸合作、科技

协同、文化交流方面的强烈愿望。 无论是

克服困难、不远万里来沪参会的“硬核展

商”，还是更多跨越时区、通过互联网切入

现场的云上伙伴，他们都融汇成一股推动

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的力量，这种力量将

成为世界恢复活力与秩序的依靠。

我们期望放大进博会的溢出效应，让

更多展品变成商品、 更多展商变成投资

商、更多改革经验变为制度示范……这既

是对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的

一种期待， 也是对上海发挥枢纽作用、提

升“双循环”战略链接功能的期待。

我们会记住这届盛会，也期待它的

溢出效应能不断落地， 让更多参展商、

采购商、广大消费者切身感受“新时代，

共享未来”的巨大红利。

快评

第三届进博会今天将落幕。 这是展期的结束， 更是溢出效应的开始， 进博会上的展品将源源不断落地成为我们 “进口生活” 中可触达的商品。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展商变投资商

管理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