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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 日，第四届进博会正式开馆，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迎来了络绎不绝的人流。 各大展区打开了
光芒万丈的“金色大门”，呼应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展示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本届进博会于 10 日落下帷幕。让我们再走一次、
逛一次“四叶草”，回顾这 6 天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的“新”生活、“酷”科技、最“潮”流……

/ 医疗展区 /

数字健康让未来医疗加速呈现

在智慧无人疫苗接种舱里，全程自动化自助接种
疫苗，未来疫苗接种畅想模式已在身边；通过互动装
置，体验无人 CT 模拟操作、未来扫描影像诊断及阅
片全过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生命脉络……被专
家称为心血管领域的“疫苗”也来了，全球首款创新
药让高血脂病人每年打两针就可控制血脂……

7万平方米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内，各类
首发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数量远超前三届。在这里，
能够全方位感受未来健康新脉动；在这里，一款款进
博“网红”展品加速成为商品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进
博宝宝”；在这里，进博搭建的新生态正在构建健康
共同体。

进博会正推动上海建设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
展。

/ 食品展区 /

全球美食加速抵达中国厨房

西班牙的金枪鱼、比利时的红啤梨、新西兰的鲜
牛乳、美国的谷饲牛肉、智利的车厘子……“入世”二
十年，中国消费者品尝过的进口食品越来越多；四届
进博会，全球美食抵达中国厨房的速度越来越快。

本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聚集上千家企业，
世界 500 强及龙头企业有近 30 家，它们中许多是进
博会的“四朝元老”，有的甚至还早早预定下了明年
的进博会席位。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高端、新兴美食
正将进博会作为全球新品首发地。 对中国消费者来
说，丰富多样的国外进口食品不再是远隔山海的奢侈
品，而是商超随处可见，APP 下单速达到家的日常食
品。

而通过进博会的平台，世界食品潮流的脉动也清
晰地传向中国餐桌，绿色、低碳、健康食品不断“展品
变商品”，助推“有机健康”概念深入人心。

/ 汽车展区 /

全球最具“网红”气质新车云集

第四届进博会汽车云集了全球最具有“网红”气
质的新车，好看又有故事。

特斯拉创新性地把上海超级工厂“搬入”第四届
进博会展台，为现场观众全面揭示其在纯电动汽车制
造方面的“独家秘笈”，同时还展示了特斯拉在中国
本土化进程中的最新成果。

通用汽车展台上，GMC 纯电悍马超级皮卡在本
届进博会上完成了中国首秀。 纯电悍马开辟了“纯电

动、零排放”之路，纯电悍马可在约三秒左右完成
百公里加速，CrabWalk功能和自适应空气悬

挂的 Extract�Mode脱困模式可以越野。
Jeep 带来了三大重磅进口车型亮相。

其中 Jeep 牧马人高地更是首次在中国
亮相，亮相的同时，Jeep 牧马人高地在短
短 24 分钟卖出了 66 台， 妥妥的又一个
“网红”浮出水面。

零部件企业摩比斯带来了 20余款凝
聚最新科技成果的系列产品展。 其

中， 世界上首款基于脑电波的驾驶员状态监测系
统———M.Brain迎来全球首发。

/ 消费品展区 /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质扩容

“所有的女生们，今天的直播开始啦，猜猜我们
现在在哪里？ ”11月 6日晚，李佳琦站在第四届进博
会消费品展区 6.1 号馆开始了直播，当天的观看人次
超 2600万；

施华洛世奇在进博现场官宣了亚洲首家全球级
品牌旗舰店年底登陆淮海路的消息， 申城 “首店大
军”将再添一员猛将；

博柏利带来了以进宝为设计灵感的全球首发吊
饰， 国际知名一线品牌正以上海为圆心注入创新资
源，进一步扩容中国市场。

从美容护肤到珠宝配饰， 从时尚穿搭到家居用
品，消费品展区不仅为我们现场呈现“向往的生活”，
更借助进博速度实现了人们“云逛”进博一秒下单，
以进博热度加持进博好物率先落沪，而越来越多国际
一线品牌也受益于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和 “顶级
磁场”，在深度共融中打出“组合拳”，以上海为圆心
注入创新资源，进一步扩容中国市场。

/ 体育用品与赛事专区 /

“四叶草”吹起冬奥风、聚焦冰雪经济

“四叶草”内北登录厅，专设北京冬奥会冰雪推
广专区，VR（虚拟现实）滑雪机、旱冰场、迷你冰壶、
桌上冰球、 冰球射门等冰雪运动体验场地逐一展开，
不少观众兴致盎然跃跃欲试，浸身一场盛大的“冰雪
嘉年华”；

体育用品与赛事专区，迪卡侬和 FILA 都不约而
同地带来了滑雪机， 教练演示动作指导观众踊跃体
验；迪卡侬全球首发 1-4 岁婴幼儿滑雪板，解决了传
统儿童雪靴对婴幼儿来说太硬太重的痛点，让孩子从
小启蒙，掌握上冰技能；FILA全球首发联名款全套滑
雪服，防风雪助排汗，保温效果一级棒；运动品牌借助
进博走出四叶草，走进中国市场，诸多首展首发展品
从本月起陆续发售。 进博会将展品变商品，助力中国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扩列冰雪梦想，聚焦冰雪经济。

/ 服贸展区文物艺术板块 /

沉浸体验瑰丽的艺术世界

第四届进博会中首次增设文物艺术板块，这个消
息甫一出来便备受关注。 1200平方米的文物艺术板
块展区，云集了佳士得、苏富比、富艺斯等 20 家知名
境外机构参与，申报展品 178 件艺术作品，总价值超
过 23亿元，为原本热闹的进博会更添一抹亮色。

展馆现场人气爆棚， 现场很多观众专程慕名而
来，穿越了大半个场馆，只为欣赏平时难得一见的全
球顶尖艺术臻品。现场艺术精品，全部可供现场洽购，
以迎合中国藏家日益多元的收藏品位。

过去， 海外机构在中国只能进行文物艺术品展
示，不得销售，而在第四届进博会中，海关总署为支持
艺术品、收藏品、古物参展进口国际博览会，推出了便
利化措施，允许以暂时进境展览品以保税展示形式参
展，展期内的文物艺术展品还可按规定享受“5 件免
税”的政策优惠。

从这个角度来看，进博会不再仅仅是一次不同国
家与地区商品和技术的展示交流活动，更是一场文化
艺术的交流盛会。

这无疑给予了艺术发展在中国一个良心循环的
起点，也为上海正在构建比肩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
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第
四
届
进
博
会
圆
满
收
官，

精
彩
进
博
故
事
仍
在
继
续

从
上
海
再
出
发

进
博
会
始
终
高
扬
开
放
合
作
之
帆

六大展区首发首秀表现亮眼 国际经贸盛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

再逛一次“四叶草”
回顾今年进博会里的“新、酷、潮”

●朋友越交越多———第四届进博会不仅参展企业数量超过去年，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创新高，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参展“回头率”也超过 80%；
●辐射面越扩越广———第四届进博会首设文物艺术品新板块；新增多个分行业创新孵化专区以及集成电路专区；

●交流越来越深———进博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愈发凸显，各类论坛不仅聚焦经

贸，还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经济发展；全国多个省份带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从上海再出发，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始终高扬开放合作之帆，汇众力齐划桨，助力世界经济大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驶

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0 日电

又是一年丹桂香， 中国与世
界在这里相遇和交融。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

一展汇世界———6 天时间 ，
云集 127 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0
家参展商，展馆内精彩纷呈、热闹
非凡。

一 展 惠 全 球 ———144 个 小
时，累计意向成交 707.2 亿美元。
老友抑或新朋， 世界 500 强抑或
中小微企业，“乘兴而来、 满意而
归”。

一展集众智———几十场论
坛，全球政商学界围绕“世界怎么
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命题，激
荡思想、谋求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未散，世
界经济复苏前路坎坷， 各国人民
更需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中国
愿同各国一道， 共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再次发出开放最强音。

根植全球开放土壤的 “四叶
草”，愈发枝叶繁茂，生生不息。新
征程上，更精彩的故事，正在续写
……

“总算‘搭上船’了！ ”一直心心念念进博
会的哈比，终于在第四届得偿所愿。

“90 后”的哈比来自巴基斯坦，曾在中国
求学。 错过了前三届进博会，今年他早早行动，
总算拿到了“入场券”。没想到，还是有“遗憾”
———

“卖得太好，根本来不及补货。 ”他挠着头
笑了。 他带来的 100 个巴基斯坦特色产品盐
灯，只用一上午就一订而空。

哈比不是个例。 尽管疫情仍在蔓延， 也阻
挡不住参展商如期赴约的脚步。

“这 21 天，值得！ ”法国智奥会展集团驻
中国代表吉娜思为了参展， 提前完成“14+7”
的集中隔离、社区健康监测和相应的核酸检测。

有近 140 年历史的德国拜尔斯道夫集团
今年首次参展进博会。10年前，为了“四叶草”
的建设，这家企业主动让出厂房用地；10 年后，
这家企业重回“四叶草”。“是进博会的机遇和
中国的蓬勃发展让我们再次相聚。 ”拜尔斯道
夫集团东北亚董事总经理薛薇说。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云上”进博同

样是“双向奔赴”———
今年参加线上国家展的国家中， 刚果

（布）、基里巴斯、毛里求斯、所罗门群岛、巴勒
斯坦 5个国家首次参加进博会。

展会期间，生意也可以在“云上”谈：在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展区，展台前配备了许多平板
电脑。 远在日本的展商随时候场、远程洽谈。

世界经济寒潮下， 中国首创的进博会已成
为一艘通向希望和光明的合作之舟，赢得四海
宾朋的广泛信任。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
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这
是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一诺千金重！
4年来，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挑战，进博会

总是如约而至。
从首届进博会的累计意向成交额 578.3 亿

美元，到本届的 707.2 亿美元，一场场签约、一
笔笔订单、一幕幕互动，汇聚成一束束进博之
光， 给疫情阴霾笼罩下低迷的世界经济带来希
望。

“不到 2 小时， 我们当场拿到了营业执照
和经营许可证！ ”

5 日上午，第四届进博会发出“首照首证”
———德国功能性面料展中国展方代表在上海青
浦新设立了一家会展服务企业。

进博会，不仅是“买全球、卖全球”的平台，
更是观察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窗口。

高扬开放风帆，中国重信践诺———
20 年前的 11 月 10 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
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本届进博会上， 一场关于中国入世 20 周
年的专题展备受关注。 透过一张张照片、一段
段影像、一件件实物，观众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
之间穿插回响。

入世以来， 中国关税总水平由 15.3%降至
7.4%，低于 9.8%的入世承诺；中国中央政府清
理法律法规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 19 万多
件……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素帕猜说， 中国的入世
承诺是所有成员中最深入、最广泛的，不仅在原

有基础上放宽了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 而且在
某些领域达到更高水平。

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不断扩围、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出台、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国内核准率先完成……前三届进博
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开放举措， 已基本落实。 言
必信、行必果，中国历来如此。

高扬开放风帆，中国风雨无阻———
环顾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 世界开放指数在过去 10 年
不断下滑， 而中国开放指数排名从第 62 位上
升至第 40位。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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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的三
个“不会变”，再次为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推进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加快建设国际消

第四届进博会圆满收官，精彩的进博故
事仍在继续———

“越来越开放的中国， 让我们从中受
益。 ”德国科技巨头贺利氏大中华区总裁艾
周平说， 进博会体现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
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发展的决心，也让贺利氏
坚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目前，第五届进博会企业预定展览面积
已经超过 15 万平方米，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展馆外，“6 天 +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服务
平台不断释放进博会溢出效应，更多合作共
赢、命运与共的精彩故事还在后面。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把准航向， 向着高质量发展坚定前

行———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上月在上

海正式启用。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
表示，未来，阿斯利康将通过生物分析、转化
医学、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助力研发，实现“在
中国，服务中国，惠及全球”。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科技创新、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坚
持高质量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带来持续增长
的续航力。

坚定前行，新发展格局不断塑造未来发
展新优势———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国新机遇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 发布海南
自贸港 22 条市场准入特别措施、33 项金融
改革举措；

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引擎已经启动， 将坚定
走深化改革之路，走扩大开放之路，走创新突
破之路；

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即将正式生效……

开放的中国，有足够的诚意与善意，有足
够的担当与底气。

共创未来， 合作共赢的宽广大道必将越
走越宽———

纵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世界
经济复苏脆弱， 气候变化挑战突出……世界
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 在合作中实现
机遇共享！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
中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话指引方向。

江潮连海，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从上海再出发， 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始终

高扬开放合作之帆，汇众力齐划桨，助力世界
经济大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乘合作之舟———东方之约，浩荡前行

扬开放之帆———共享机遇，御风而行

2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没有复杂的数字
光影技术，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循环播放产
品介绍。 来自阿富汗的地毯商阿里说， 只要
卖出一张大幅的手工羊毛地毯，就能保障当
地一个普通家庭近一年的生活。

“中国市场让阿富汗的乡亲们看到希望。”
阿里朴实的话语，是进博会初心的回响。

守望相助、立己达人。
本届进博会上， 不乏一些战乱国家的展

商，穿越硝烟，怀抱希望而来；也有 90 家来
自 33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咖啡、蜂
蜜、腰果等特产。

“进博会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向世界展示
本国产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学习世界先
进技术与发展理念。 ”赞比亚私营部门发展
协会主席多迪亚说。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

进博会是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写照———
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达能今年带来

的 20余款全新营养产品，大部分已实现“中
国研发、中国制造”；

在美国高通展台， 最核心的位置展出了
中国合作伙伴的产品；

8 日结束的第四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接
会上，1000 多家中外企业达成超 200 项合
作意向，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获了
大量订单，印证合作共赢的大势所趋。

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 交流的是文化和
理念。

众人划桨开大船。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
情交织，在人类面临种种挑战的危急关头，
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的关键当口， 唯有同
舟共济、风雨同行，才能抵御风浪、勇立潮
头。

费中心城市、发展“丝路电商”……本届进
博会上，中国提出的新举措将进一步促进贸
易平衡发展， 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
遇。

从中国首展，到亚洲首秀，再到全球首
发；从中国门店，到中国工厂，再到中国创新
中心……越来越多参展商选择进博会，看中
的不仅是“聚光灯”的效应，更是中国机遇。

本届进博会展示超过 400 项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

“进博会带来了中国坚定不移推动高水
平开放、 与世界共享市场机遇的强有力信

号，作为长期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我们备
受鼓舞。”强生全球资深副总裁、中国区主席
宋为群如是说。

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以上中等收
入群体， 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 2.5 万亿美
元。 中国市场，真正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
市场、大家的市场。

从首次参展的 36 平方米， 到现在的
198 平方米，安科锐的“成长记”是进博会
发展大势的缩影。 安科锐亚太区总裁曹永胜
说，参展次数越多，“进博依恋”越浓，拥抱
中国市场，就是拥抱世界、拥抱未来。

计天下之利———众人划桨，风雨同行

谋未来之远———把准航向，奋楫笃行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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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成果斐然
707.2亿美元

●成果更丰———

本届进博会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
707.2 亿美元。

●人气更旺———

本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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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大量海内外网友
关注、互动，经初步统计，累计访问
量超过 5800 万次。

●“朋友圈”进一步扩容———

共 有 来 自 127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900 多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到
36.6 万平方米，再创历史新高，展示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422 项。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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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 120 多家是连
续四届参展的“老朋友”。

●预约更快———
第五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经启动。
截至目前， 企业预定展览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

记者 谢

晨报讯 第四届进博会于昨日
落下帷幕。 六天来，“四叶草”形状
的国展中心人潮涌动， 不远万里而
来的参展商在此展示产品、 洽谈合
作、签约订单……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
成海介绍， 本届进博会按一年计意
向成交金额 707.2 亿美元， 受疫情
等因素影响，比上届略降 2.6%。

记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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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企业展的六大展区在本届进
博会上的表现也十分亮眼。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展企业国
别更多，102 个国家的 1200 多家
企业带来的全球美食， 让消费者体
验到“舌尖上的进博会”。

汽车展区汇集了全球十大汽车
集团， 全面展示世界汽车工业的最
新发展成果和未来愿景。

消费品展区展览面积超过 9万
平方米，是面积最大的展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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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用
品及赛事专区突出展示冰雪元素。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首发
新产品、新技术数量达 13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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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亮相的文化旅游板块
引起广泛关注。

本届进博会以数字赋能， 体现
上海城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 面对
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 本届进博会
城市服务保障实现了安全有序、快
捷便利、 温馨周到的目标。 截至目
前， 本届进博会疫情防控实现零感
染、零发生、零事故。

记者同时获悉， 第五届进博会
招展工作已经启动。截至目前，企业
预定展览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
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与此同时，2021 上海城市推介
大会上，上海也向全球发出邀约。大
会现场重点项目签约 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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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