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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博，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连续4年成功举办进博会，体现中国大国担当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圆满落幕。

这里竖起了一座开放的里程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

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自身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

一池春水。 进博会就是一个例证。

这是一场分享开放的全球盛宴。 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00 多家参展商亮相本届进博会企业展， 按一年计 707.2 亿美元

的意向成交金额，诠释着贸易全球化的动人场景。

无论是入世 20 年，还是连续 4 年成功举办进博会，体现的都

是中国的大国担当：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

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10 月 17 日落地上海，11 月 6 日结束隔离，嘉吉亚太区主席兼

企业战略负责人施孟泽几乎是掐着时间点踏入第四届进博会展区

的。 昨天进博会刚结束，他又马不停蹄飞回总部。 “就算是隔离 21

天也要来！”入境时在酒店隔离期间，他用相机 24 小时记录窗外黄

浦江畔的光影变化，忍不住感慨：“中国的变化真大！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沧桑巨变， 中国入世 20 年来的快

速发展，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先入者，受益匪浅。 施孟泽说，今年恰逢嘉吉进入中国 50 周

年。如今，中国公司员工总数超过 1 万人，区域总部落户上海，嘉吉

深深受益于这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今年也是资生堂进入中国 40 周年。 资生堂中国 CEO 藤原宪

太郎说，中国市场已成为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未来将在引进全球

创新的同时加码本土研发，“我们对中国市场信心满满”。

后来者，快马加鞭。 本届进博会上，挪威专业护脊书包品牌贝

克曼首次亮相，虽然因疫情原因，掌门人马丁·贝克曼无法亲临上

海，但企业依然把众多“中国首发”带到进博会现场，为的是分享中

国对外开放的红利。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无论是入世 20 年，还是行进到第四

个年头的进博会，开放的成果显而易见，而制度型开放是根本。 中

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本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一个个面向未来的郑重承诺，将

加快推动中国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张开双臂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塞尔维亚国家馆的红色展板上醒目地

写着：“与中国分享我们最好的”。 开放———进博会办展的生动实践

充分表明，大海般的市场已向世界敞开怀抱，愿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短短 6 天的进博会，大单不断！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团已

是连续四届参展， 今年这家高端装备生产商一口气拿下价值 1.2

亿元的订单，刷新了参展以来的成交纪录。销售总监车航标笑得合

不拢嘴：“买家是江苏张家港的一家企业。要不是进博会，我们根本

接不上头。 ”

短短 6 天的进博会， 投资不停！ 国际审计、 税务和咨询企

业———玛泽（Mazars）中审众环集团今年再度亮相进博会，与上海自

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玛泽集团首席执行

官兼董事会主席赫尔维·艾利亚斯（Hervé Hélias）很激动：“进博会这

个窗口折射出中国的活力，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和上海的未来发展。 ”

短短 6 天的进博会，交流不止！德勤展台每天都要接待十几批

客商，举行多场发布活动。 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感叹，进博

会已成为参展外国企业深入了解中国市场、 寻找在华投资机遇的

重要平台，在促进外商投资和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次次展示、洽谈、对接、投资……当越来越多的展品变商品、

看不见的展品落地，简单的买卖关系、合作关系，正转变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深层经济互动。

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有人说，从进博会的一个点，可以看到世界的整个面。 因为这

里，时刻回应着世界的热点话题。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进博会特设的“公共卫生防疫专

区”带来了最新的技术与方案。雅培很早就把“Alinity m 全自动分

子诊断分析仪”送到上海备展，它能实现 24 小时内运行多达 1080

个测试，大幅提高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实验室检测效率。

绿色低碳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进博会上也吹来一股“低碳”风。

法国智奥会展集团带来“城市会展‘数字碳中和’发展解决方案”亚

洲首发，用“数字碳中和”加速行业升级。该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周建良说，希望通过进博会传递崭新的绿色办展理念，与全球企业

探寻后疫情时代城市会展绿色智能新机遇，为城市发展创造价值。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已不足 90 天，冰雪元素同样成为进博会

的大热门，包括优衣库、斐乐、迪卡侬等全球巨头争相带来新品，用

冬奥“冷”资源点燃进博“热”经济。

因为进博会，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中国正

在世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达能全球执委会成

员、中国及大洋洲总裁谢伟博由衷地表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快控

制住了疫情，中国的工厂和供应链也恢复得更快，意味着这里在原

料供应和出口方面都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第

四届进博会虽然已经落幕，但中国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方向发展的决心，

坚定不移！

这是“进博速度”！这是“上海服务”！
一个个具体数字勾勒第四届进博会“全貌”———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

落下帷幕，一个个具体数字 ，完整勾勒

出这场全球经贸盛宴的全貌。 记者从昨

天举行的第四届进博会闭幕新闻发布

会获悉，“进博速度”和“上海服务”年年

都在提升。

高规格论坛发出时代强音

11 月 4 日晚，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

进博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

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全面总结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年来的成就 ，

宣布下一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

系列举措，来自全球 106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 133 位部级以上嘉宾通过线上

方式出席开幕式。

作为本届进博会最大亮点之一，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高层论坛

在会展期间举行， 全面总结入世 20 年

来中国发展成就和贡献，为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促进世界开放合作进一步凝聚

全球共识。

今年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围绕“百

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后疫情时代全球

经济合作” 主题， 举办 12 场分论坛和

《世界开放报告 2021》 发布暨国际研讨

会。 150 余位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国内

外知名学者、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

业高管参与讨论发言，2000 余名各界嘉

宾参会。在《世界开放报告 2021》发布暨

国际研讨会上首次发布的“世界开放指

数”，对 2008 年以来全球 129 个经济体

的开放度进行了评估。

今年， 进博会国家展首次在线上

举办 ， 为 58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

提供数字展厅 。 经初步统计 ，累计访

问量超过 5800 万次 ， 为促进各国交

往 、开创线上国家展示新模式作出了

有益尝试。

企业展成为高精特新“大秀场”

本届进博会“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发达

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均

踊跃参展。 世界 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

量达 281家，其中近 40 家为首次亮相的新

朋友，120多家是连续四届参展的老朋友。

今年，企业展的六大展区亮点纷呈。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参展企业国别比往年更

多，102 个国家的 1200 多家企业带来了一

场“舌尖上的进博会”；汽车展区汇集全球

十大汽车集团， 全面展示世界汽车工业的

最新发展成果和未来愿景； 技术装备展区

设置集成电路、数字工业、能源低碳及环保

技术等专区， 专区总面积超过 3 万平方

米； 消费品展区展览面积超过 9 万平方

米，全球十大化妆品品牌、世界三大时尚

高端消费品巨头首次集体亮相；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展区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数量

达 135 项，继续位居六大展区之首 ；服务

贸易展区聚焦数字化应用推广，为服贸产

业打造新场景、创造新业态。

上海交易团现场采购“四连冠”

本届进博会上海交易团组织单位

18368 家，注册人员数 84293 人，展会期间

签订意向订单金额 81.6 亿美元，较第三届

增长 21.1%，连续四年蝉联全国各地方交

易团首位。 交易团现场采购活跃，采购主

体和订单结构更加均衡，进口来源地集中

在发达经济体。

展中，各交易分团采购踊跃 ，开展首

日，青浦分团采购 7 亿美元，签下上海交

易团首单。 国资分团、静安分团、申康医院

发展中心、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等成员单

位分别举办集中签约活动，涉及食品及农

产品、消费品、技术装备、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等产品。 国资、静安、青浦、闵行、奉贤

等分团意向订单金额位列上海各交易团

前 5 位。 崇明分团实现意向采购订单“零

突破”。

上海交易团本届进博会意向订单来

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 采购成交额

排名前 5 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

22.8 亿美元、中国香港 13.3 亿美元、德国

8.1 亿美元、法国 7.6 亿美元、新西兰 6.7

亿美元， 意向采购金额分别占总成交额

的 27.9%、16.3%、9.9%、9.3%和 8.2%。

“三个零”为进博防疫画
上圆满句号

商务部、 上海市共同制定了第四届

进博会疫情防控总体方案，并构建 22 个

专项方案 、13 个应急方案和流程 、16 个

技术指引的防疫方案预案体系。

根据总体方案 ，上海聚焦 “人 、物 、

馆”，紧盯入城口、居住地、流动中 、展馆

门、 活动点和监测哨等关键节点， 实施

“全程闭环管理、全链条可追溯、全员疫

苗接种、全量核酸检测、全部查验准入 、

全面环境清消”措施，严密构筑“国境、城

市、区域和展区”疫情防控线。

围绕参会人员， 工作人员核酸检测

点、全市 37 个进博会核酸检测点 ，检测

结果均无异常。围绕参展展品，3655 箱进

口冷链食品展品采取闭环管理措施 ，全

部查验合格后入馆。 围绕展馆，现场组建

20 支疾控保障小组， 派驻 P2+移动实验

车，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需要。

今年 ， 展馆门 20 个出入口布设了

107 套一体化测温验证设备，做到人员进

场“无感知、不停留、可追溯”。 展馆内设

置 5 个医疗站点、24 个临时观察处置点，

展馆外设立 34 家定点医院，共同构筑起

“加强版”医疗卫生防疫保障圈，最终以

“零感染、零发生、零事故”为进博防疫画

上圆满句号。

城市服务保障安全有序

在进博会运行保障方面， 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及周边区域，累计巡检电力

线路 1785 公里、水务管网 2929 公里、燃

气管道 5568 公里。 食品安全快检 4454

件次， 馆内 208 台扶梯、216 台升降梯定

人定岗值守， 未发生食品安全和特种设

备安全事故。国家会展中心 5G 小区共有

748 个，较第三届新增 220 个，总体实现

200 兆连片覆盖。

在客商参展方面，仅昨天通过轨道交

通2号线红线内4、5号口就近入馆的参展

人员就达12.9万人次，以“即停即走”方式

进入会展中心围栏内的车辆达1070车次。

在展品进入方面， 跨境贸易大数据

平台进博会专窗增设 “进博会展期内销

售确认功能”，实施“口岸、展馆查验作业

相结合”协同作业查验模式，这些新举措

使 345 批次展品更便捷通关。 今年进博

会进一步支持文物艺术品参展， 共有货

值约 1.9 亿美元的 96 件艺术品、文物，通

过保税展示方式参展。

同时，上海共发放 86 张特殊食品临

时许可证书。 展馆内 60 多家餐饮商户、

近 20 个品种的上海特色小吃很受欢迎，

为参展参会人员提供优质现场服务。

进博溢出效应增强上海吸引力

城市推介再度引燃上海这片投资热

土。 在2021上海城市推介大会现场，19个

重点项目签约，投资总额178亿元，涉及生

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

上海城市综合形象展示，打造了百年

华章、智造未来、可持续时尚3个主题展区，

展现人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

之城，充分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进博首发 ”推进上海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 本届进博会后，多家知名展

商将在上海再开数家高能级首店、 旗舰

店。同时，进博会期间，“2021 拥抱进博首

发季” 点亮申城，“进博集市”“国别商品

周”“国别风情文化周” 系列活动丰富多

彩，再度开启“进博买买买”模式。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首件暂时进境展览品文物达成销售
本报讯 （记者何易）一件流失海外多年的清代

文物白玉盖瓶，昨天在进博会现场签订销售协议，成

为本届进博会上第一件享受到关税、增值税、消费

税“三税全免”政策的暂时进境展览品文物。

依托展品留购相关免税政策的落地， 上届

进博会， 首批 5 件中国古画类文物展品变成商

品， 经享受近 30 万元的免税优惠后实现国内

销售，首次打开了海外中国文物回流的通道。

今年，享受到政策红利的参展商看好进博会，

组织了这件来自美国私人收藏家的盖瓶参

展。 盖瓶通体用和田白玉制作，典雅精美，具

有浓厚的清代中期宫廷艺术风格。 参展商纪女士表

示：“本届进博会开幕第一天， 就有 5 位国内买家向

我们表达了购买意向。 ”

据了解，本届进博会首设文物艺术类板块，包括

苏富比、佳士得在内的 20 家境外机构携一批世界顶

级艺术品、文物及收藏品在这里组团亮相，中外著名

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共计 178 件， 以保税出区展示方

式参展进博会，申报总货物价值超过 23 亿元。

今年， 海关总署推出 15 项支持进博会便利措

施，其中“对于经国家文物部门认定为文物的展品，

海关允许以暂时进境展览品或保税展示形式参展；展

期内销售国家文物部门允许境内消费者购买的文物

展品，继续给予税收优惠”这一政策，激发了境外文物

类展商和国内收藏者参展的积极性。上海会展中心海

关做好通关服务， 从前期与文物部门沟通批文批件，

到后续办理申报提货，积极落实相关参展便利措施。

纪女士表示， 继续看好散佚海外民间私人收藏

品的潜在市场。 她说：“去年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带着 5 件展品参展，得益于海关、文物等监管部门的

大力支持，展品顺利售出。这次的成交再次增强了我

们参展的信心。我们将继续深耕这一市场，依托进博

会平台，促进更多更好海外民间文物的回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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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本届进博会最后一天，展会现场交流对接气氛依旧热烈，展商客商

抓紧接洽，力争满载而归。 本版图片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