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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去年第二届进博会现场，

多特瑞便全球首发了一款“中国

风”精油———枫香香薰精油。这款

精油提取自中国古老的树种———

枫香树，专业人员将采集出的枫香

树脂运回美国，再提炼深加工成枫

香香薰精油。

令人惊喜的是，首发完成后同

步上市的第一批约一万瓶精油，在

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便宣告售罄。

“首届进博会上，多特瑞签订

了 3.8 亿的采购意向书，而第二届

进博会上，我们拿到的则是 7 亿

的采购意向，展台前也一直是人头

攒动，观众不断表达出对我们产品

的浓厚兴趣。”多特瑞中国总裁麦

欧文说，良好的市场反馈印证了进

博会平台首发效应的强劲实力，同

时这也给多特瑞带来了可喜的关

注度和业绩发展。

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不仅仅体

现在关注度，更促使了多特瑞加速

了深耕本土化的又一次全新探索。

今年七月，多特瑞在沪发布了两款

萃取自中国传统植物的精油：当归

香薰精油和五味子香薰精油。由

于这两款植物之前主要用于中药

药材，其在提取挥发性成分的过程

中困难较大，技术人员在普通西方

萃取技术的基础上选用了“多段

蒸馏法”，更好地保证精油的纯度

和成分含量。

都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则为枳”，其实出产精油的植

物在不同国家也会体现出不同特

性。为了更好地发挥植物因地制

宜的特性，多特瑞从全球 40 多个

国家萃取原材料，进入中国市场

后，这一精油企业更是将自己对中

国本土植物的情怀发挥到极致，期

间发布的小野菊、山鸡椒等精油均

取材于中国。除了充分利用当地

优势资源，通过选取的原材料与中

国进行深度联结，也用精油的形式

让中国特色植物焕发新生。

“着第三届进博会的临近，多

特瑞的工作人员正为布展、选品而

忙碌着。相比第一届 9 平方米展

台的“试水”，第二届 108 平方米

的展位在面积上扩大了 10 倍，到

了第三届进博会，多特瑞的展位面

积再度扩充至 150 平方米。而除

了延续“最香展位”的称号，今年

多特瑞的展台也更多地在“颜值”

上下功夫，设计上采用了玫瑰、薄

荷、柠檬、薰衣草等色彩鲜艳、中国

消费者又很熟悉的植物元素，满室

飘香之余，希望观众能够宛如置身

于田野森林之中，切身体验精油香

薰带来的独特体验。

针对大家最关注的新品首发，

记者也提前拿到了第一手 “剧

透”。在今年进博会现场，多特瑞

中国会首发一款具有海派香气的

复配精油———上海市民熟悉的

“白兰花”的香味将贯穿始末，其

中还穿插着淡淡的桂花飘香。据

悉，这款精油的配方中还特别加入

了包括加州胡椒等在内的特殊成

分，通过在木质料的基础上微微添

加些许“辛辣甜腻”，希望首发新

品也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熟悉”

的感觉，也希望通过融合东西方特

色，使这款精油更好地呈现上海绚

丽多彩、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与此同时，呵护系列山鸡椒精

油也将作为主推产品在第三届进

博会上展示亮相。该系列是第一款

多特瑞在中国取原材料提炼加工

的产品，在 2017 年就已正式上

市。

“进博会为海外中小型企业

的商品进入中国搭建了一个巨大

的舞台，通过进博会的推广，首发、

首秀产品往往能迅速普及到中国

消费者身边、眼前，”麦欧文表示，

多特瑞通过进博会舞台进入了中

国的公众视野，未来也将不断扩充

“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发现中

国芳香植物的魅力。

晨报记者 谢

11月 5日至 10日，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

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老

朋友”们如约而至，?有更多

“新朋友”慕名而来。 新闻晨

报·周到推出每周一期的“进

博晨报”，带你零距离走近“进

博朋友圈”，获取关于第三届

进博会的“第一手剧透”。

花香、草药香……来自世

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800 支精油齐齐亮相会散发

出什么样的香味？ 今年的进

博会上， 美国的精油品牌多

特瑞的 “最香展位” 还将继

续，其还将现场首发一款“?

派”香气的香薰复配精油，内

中添加了 “白兰花+?花”。

今?是第三届进博会倒计时

20 ?，“进博晨报”给大家带

来了这位即将第三次参加进

博会的老朋友。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国内外企业豪气 “签大

单”的好地方，几十万“买手”汇聚“四叶草”，不用跨越 N ?时区，

便能第一时间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商品。 新闻晨报·周到将推出的

“进博周报”中，也将带来每周一份的“买手周记”，带大家提前“探

营”，看看第三届进博会有哪些值得“买买买”的“海外好物”。

本周爱美的小伙伴们有福啦，全新亮相的护肤品，中国首发的

珠宝首饰……一定有你喜欢的！ 晨报记者 谢

来一次 SPA级死海手部护理体验

“威尼斯的月亮”中国首发
第三次参加进博会的明星珠宝展

商———VETIVER 维缇珐珠宝今年将会带

着一大批此前未进入中国的、 有特色的意

大利手工珠宝来到展会现场哦。 来自 Of鄄

ficina Bernardi 的 Moon 月亮切割系列还

是中国首发呢。

记者获悉 ，Officina Bernardi 自 1987

年起家，目前已与欧美 800 多家珠宝店、精

品店，及著名百货公司合作，旗舰店就开在

意大利威尼斯的地标圣马可广场。 该品牌

的明星款均由月牙形切割的金珠、 银珠演

变而来———这种特制的金银珠精致轻巧，

独特的切割技术让饰品闪闪发光， 更有专

利铸模技术突破了意大利传统手工工艺的

局限，让作品造型千变万化。

想要把“威尼斯的月亮”戴在身上，记

得要去展会现场“打卡”围观哦。

扫一扫就能 get定制化全妆推荐

在本届进博会的品质生活

展区 ， 由复星打造的 “Fosun

Happiness”展区首次亮相，并以

“A Global Journey to Happi鄄

ness”为核心理念，打造一场前

所未有的“全球幸福之旅”。

AHAVA 通 过 对 死 ? 的

水、泥、盐、植物三十余年的深

度解码， 将自然能量的肌肤带

给全世界。经过多年探索，死?

泥面膜明星家族系列、 死?水

黄金系列及身体护理系列等知

名产品系列， 涵盖专业面部护

理及身体护理。

此次首度登陆进博会，A鄄

HAVA 将在现场通过死?水

黄金、 死?泥面膜家族等系列

的展示与互动， 让观展者身临

其境体验死?护肤的奥

秘及氛围， 并体验 SPA

级死?手部护理 。 同

时 ，AHAVA 将在进博

上首发其新品———索

多玛苹果系列。 通过

AHAVA 死?实验室

专利科技支持的日本

护肤品牌 OceanGlam

?之光沐?将在此次

进博会上同步亮相。

作为众多全球新品首发地，

进博会已成为欧莱雅引进新品、

制造爆品的 “加速器”。 记者获

悉，进博会上，欧莱雅集团旗下

五大新品牌将齐齐“空降”会场。

而诸多美妆科技产品?将

一同亮相展会现场。 例如，欧莱

雅全球首款家用定制化妆品配

方概念产品 Perso的亚洲首秀，

以及与旗下科技企业ModiFace

共同研发的、 涵盖护肤染发与

彩妆的革新性美妆科技解决方

案。 此外，阿玛尼美妆旗下全球

首个人工智能全妆推荐科技应

用“Face Architect”?将在进博

会上进行全球首发， 这一应用

可通过面部识别与机器学习分

析超过 20 个面部特征，在扫描

消费者面部后， 根据其面部特

征提供定制化的全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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