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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 杨珍莹）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展程过半，一批在浦东的中外资企业在展会上“一见

钟情”，有的签下了采购大单，有的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总部位于浦东的中建八局同江森自控、霍尼韦尔、施

耐德、ABB、约克5家供应商签订了4000万美元（约2.8亿元

人民币）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意向包括楼宇自控、电气设

备、电动阀门等系统和设备。

东航集团更是一口气完成14场签约，涉及航材发动机

采购及维修、航油供应、机上餐食、飞行员培训服务、IT服

务等多项货物进口和服务进口，签约对象包含来自 9个国

家和地区的供应商。不仅现场签约金额超过首届进博会

单年度现场签约金额，签约的含金量也大大提升，海外供

应商从上届的10家扩大到14家。

而在本届进博会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团集中签约仪

式上，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申能集团、上海农商银行、科创

投集团等14家企业集团的25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其

中，注册在浦东的企业东浩兰生集团将为格鲁吉亚伙伴基

金股份公司投资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项目提供全方

位帮助和合作，积极促成中国企业到格鲁吉亚投资和交

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智能制造分中心与上海诺基

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东部中心智

能制造分中心位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诺基亚贝尔将

与这个中心孵化的中小企业合作，共同推动临港新片区制

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意大利 SNAM
燃气公司、斯伦贝谢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哈萨克

斯坦天然气运输等 20家境外供应商签署了 21份采购合

同。其中，ABB、霍尼韦尔、陶氏化学等，都是将地区总部设

在浦东的跨国公司。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第三天，下

午，区领导翁祖亮、杭迎伟、田春华、姬

兆亮、冯伟、金梅、单少军、谈上伟、唐劲

松、金辉、王华一行，专程到一批浦东重

点企业的展台参观，了解企业带来的最

新产品和几天来的参展情况，面对面听

取企业需求，并看望慰问浦东招商工作

人员。

本届进博会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

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地区）的3000多
家企业参展。浦东有260多家相关企业

参展，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企业 60
家，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

区、装备展区、服务贸易展区、科技生活

展区、汽车展区。

昨天，区领导一行来到装备展区、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服务贸易展

区、汽车展区，在利勃海尔、蔡司、卡特

彼勒、GF加工方案、通用电气等企业展

台前，了解企业的布展情况和展品介

绍。区领导还专门就企业在下一步发

展中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哪些问题，和每

个所到展台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

讨。交流中，翁祖亮鼓励企业抓住自贸

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机遇，借浦东先

行先试的各项政策和平台，用好国内

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业务领域、促进自

身发展。

不少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

进博会了，企业负责人说，一直非常看

重自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和发展，尤其

面对中国市场的新变化，希望抓住机会

扎根、深耕。

翁祖亮表示，浦东各级政府部门

都将努力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

二”，及时向企业告知有利于企业发展

的最新创新举措，多为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助推各类企业在浦东更好发

展。

昨天，区领导一行还参观了中国馆

和上海自贸区国别（地区）中心展馆，慰

问进博会联络官和浦东新区招商工作

人员。

大江奔腾势如虹
（上接1版）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指

出，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

承诺将不仅限于举办一两次展会，

而会转化为持续的进程，“这是非

常积极的成果”。

外媒评价，进博会为与会者提

供了一个平台，所有参展企业都可

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身优势，建

立联系和业务网络，进而促进贸

易、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并

为全世界带来福祉，“中国为世界

贸易带来了光明”。

“中国开放的大
门只会越开越大”

“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

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

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

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

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勇立时代潮头，把脉历史大

势。5日上午，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习近平主席面向 1500多位来自全

球各地的政商学界嘉宾，纵论经济

全球化历史潮流，宣示中国对外开

放坚定决心。

铿锵有力的话语，随着电视直

播信号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

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

……

29 分钟演讲，24 次提及“开

放”。

观察人士评价，中国希望告诉

世界，任何贸易战都不会让北京偏

离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国

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反而将进一

步向全世界敞开。

一年前，在首届进博会上，习近平

主席以“大海论”道出中华民族的

无限豪情，宣布了中国扩大对外开

放的5方面举措。

一年来，中国说到做到，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要求一一落实，作出的

承诺一一兑现。

黄浦江畔，开放答卷精彩书写

——

增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上海

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有序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习近平主席对上海提出的 3
点开放任务，全部进入“施工期”。

中国大地，开放新潮澎湃向前

——

设立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多次

调整进口税率、外商投资法顺利通

过并将于明年 1月 1日起实行、进

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

入条件……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前

景的中国市场举世瞩目。

就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 12
天，世界银行发表《2020营商环境

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 46位

上升到31位，提升15位。

海纳百川，必将日益壮阔。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

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

中国将“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观大势、谋

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不断推进新一

轮对外开放，彰显胸襟与魄力。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

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以 5
个“继续”，全面阐述中国坚持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

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

节：就在进博会开幕式前，习近平

主席亲切会见了前来参展的世界

500强企业家代表。

跨国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10月

19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跨国公司

领导人青岛峰会发去贺信表示，我

们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一场会见、一封贺信，给各国

企业家们服下“定心丸”。

握手、合影、交谈……美国医

疗企业瓦里安总裁魏思韬感慨，在

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

习近平主席的话释放了非常积极、

稳定的信号，增强了跨国企业对中

国经济前景和市场潜力的信心和

期待；而让日本理光集团总裁山下

良则感触最深的是中国“营商环境

优化”和“开放合作之心”，“我们很

快将完成第三届进博会的签约”。

“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

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

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

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

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

越小越好。”

着眼全人类利益，习近平主席

发出开放发展的最强音——

“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

“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

“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会场中，各国嘉宾认真聆听，频

频颔首，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结束后，

马克龙总统、米佐塔基斯总理、霍

尔尼斯总理、布尔纳比奇总理等多

位外方嘉宾先后致辞。

“中国的成功故事表明，中国

需要对世界开放，世界也需要对中

国开放。”马克龙表示，中国作为各

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利益以及多边

主义、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应

该得到维护。

“站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

十字路口，塞尔维亚和中国选择同

一条道路——开放合作而不是封

闭，这条路将通往和平合作、共同

繁荣。”布尔纳比奇说。

“各国应该坚持
人类优先的理念”

“欢迎法国企业到中国来，中

国市场大。”

5日中午，国家会展中心展览

厅法国馆，习近平主席面对围拢在

身边的20多位法国企业家，发出诚

挚邀请。马克龙总统热情邀请习

近平主席品尝法国红酒和牛肉食

品。“法国牛肉、红酒在中国很受欢

迎。”习近平主席说。

出席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

同巡馆。

坦桑尼亚的腰果，希腊的美食

和艺术品，意大利的葡萄酒，牙买

加的蓝山咖啡、朗姆酒蛋糕，印度

尼西亚的棕榈油，俄罗斯的新型直

升机和汽车，琳琅满目。

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边

走边看，边看边谈，了解沿途多个

场馆的情况。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

达国家……181个国家、地区、国际

组织与会，36 万平方米的展馆，

3800多家企业参展，同时多达64个
国家参加国家展，范围遍及五大洲。

仿佛一个隐喻，“四叶草”造型

的国家会展中心，将全球各地紧紧

联系在一起。

“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

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开放

合作、命运与共，习近平主席的话

语道出了举办进博会背后的大逻

辑。进博会平台的创建，成为中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

生动实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

增至 100 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增至137个、国

际组织增至30个……

一个又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国际公共产品应运而生，为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

同、协和万邦。”开幕式主旨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这样阐释中国的世

界观。

进博会上，这样的“巧合”意味

深长：

开幕式前，习近平主席先后同

出席“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论坛外方智库媒体代表、出

席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的外方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合影，而合影的

背景板恰好是一面墙的两个面。

正如理念与实践恰似一枚硬币

的两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具体行动，

离不开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

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从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到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从“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一系列重大主场活动，成为

新时代中国的闪亮名片，折射着中

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光辉历程。

巡至中国馆，在未来电气化飞

机虚拟集成平台，马克龙总统兴致

勃勃地坐进中国商飞大型客机模

拟驾驶舱操作。

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飞

越长城，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降落

时“飞机”有些震动，习近平主席笑

着说：“你练得熟练一些，我再坐你

的飞机。”幽默的话语，引发大家会

心一笑。

脱贫攻坚倒计时显示屏前，

习近平主席告诉各国领导人：“我

们的脱贫按小时、按分秒计算。”

当得知过去几年来，中国每年

减贫人口超过1000万时，各国领导

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中国愿同各国分享经验，共

同建设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调。

创新中国、开放中国、美丽中

国、幸福中国……习近平主席同各

国领导人在中国馆驻足参观，不时

讲解。感受 70年中国发展取得的

伟大成就，各国领导人思考中国道

路，品读中国理念，点赞中国方案。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

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

业。”习近平主席说。

黄浦江水奔流不息，开放大潮

滚滚向前。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这里潮

平海阔，风劲好扬帆！

（新华社上海11月6日电）

签署采购大单 达成战略合作

浦东企业
进博会收获满满

▶翁祖亮、杭迎伟等区领导来到进博会浦东重点企业展台，面对面听取企业需求。

□本报记者 黄日阅 摄

区领导参观进博会浦东重点企业展台

鼓励企业紧抓机遇在浦东实现更好发展

世界500强眼中的进博会：
不容错失的“中国机遇”
（上接1版）“来自未来的番茄”全程呈现了搭载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技术的欧姆龙智能化有机栽培解决方案。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道教显表示，中国是

欧姆龙最大的海外市场。自上个世纪 70年代进入中国以

来，欧姆龙构筑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

的全方位经营管理体制。“未来，欧姆龙将继续推动中国制

造业与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伙伴并肩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专注于智慧建筑领域的江森自控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首次发布了智慧安防、楼宇自控、冷水机组远程智联服务

等五款新品。

“首届进博会令江森自控收获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订

单，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

的高度关注与需求。”江森自控亚太区总裁梁伟超说，江森

自控选择在进博会这个开放创新的平台发布这些全新解决

方案，希望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共创”，现身第二届进博会的

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都表达了相似的愿景。在他们眼中，作

为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平台，进博会正持续释

放不容错失的“中国机遇”。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