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外高桥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举

办了3场专题活动，涵盖医疗器械、化妆

品、酒类产品，当自贸区叠加上进博会，

贸易的机会、产业的升级、开放的升级便

有了新的可能。

上海自贸区首家外商独资医院——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今年以参展商的身

份来到了进博会。凭借自贸区先行先试

的创新优势，超预期的发展和不断优化

的营商环境，让永远幸医院在落地自贸

区短短两年内就实现了盈利，营业额同

比增长超 30%。近期，其面积为 2800平

方米的二期场地即将投入运行，床位、科

研力量都将扩容。

昨日，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院长徐

杰特地赶来参加“外高桥国际医疗器械

展示交易中心助力进博会”专场活动，以

进一步了解新政策、新动向。

徐杰透露，永远幸医院计划在外高

桥内建立工厂制造生殖类医疗器械，满

足国内患者需求。“以一款我们正在使

用的取卵针为例，它的直径只有 0.65毫

米，手术时甚至不用麻药，但因为走进

口流程耗时长，我们想借助中国开放和

自贸区政策，将材料引进后在本土组装

生产，不但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把

这个好产品推广到国内更多的地区。

如果可行，我们计划建立 2000 平方米

的厂房。”

依托外高桥便捷的物流运作地理区

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保税政策优势，

以及自贸区相关行业先行先试政策，外

高桥健康产业已经形成了包含国际贸

易、供应链服务、销售、第三方检测等在

内的服务体系。

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

的医疗器械进口额为102.8亿元，同比增

23.9%；医药品为 326.4 亿元，同比增

24.6%。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浩在专场活动上透露，将重启一

期面积为 2200平方米的外高桥医疗器

械保税展厅。展厅将在原有基础上，集

成更多贴近企业实际需求的功能，比如

常年保税展示培训、灵活的保税出区展

示演示、5G远程交互等，预计于 2020年

二季度落成投用。

聚焦功能推进和贸易便利化举措落

地实施，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外高桥正

最大限度发挥区位优势和平台经济效

应，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形成特色行业集聚。

在“进博会给进口化妆品带来的机

遇”专场活动上，记者获悉，2018年，上

海自贸区保税区域的化妆品进口量在

全国同类产品中占到 18.3%。2019年前

五个月，我国美容化妆品及护肤品进口

总金额为 351.33 亿元，同比增长 51%，

而自贸区保税区域同期增加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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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进博会有滋有味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昨日，诺华

肿瘤（中国）携手国内肿瘤专家亮相第

二届进博会，并举行了肺癌、黑色素瘤

疾病科普讲座。

记者从诺华肿瘤方面了解到，诺华

肿瘤已在五大领域重点布局，其中包括

乳腺癌、血液疾病、肺癌、黑色素瘤以及

肾癌。目前其上市肿瘤药品超过 25
种，在研新分子药物超30种。

诺华肿瘤方面表示，在拥有免疫肿

瘤和靶向治疗丰富产品线的基础上，公

司还将积极推行组合疗法，希望携手多

方，共同助力中国实现“健康中国

2030”战略目标。

诺华肿瘤在研新分子药物超30种

自贸区叠加进博会 外高桥拥有无限可能
首家外商独资医院透露在浦东投资医疗器械计划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在众多展区中，吸纳了各国美食的

食品与农产品展区人气爆棚。众多美食

爱好者齐聚各个试吃展台，争相品尝。

来自西班牙
能生吃的火腿

“生的，能吃吗？”尽管已经身在西班

牙Carrasco火腿展台前的试吃长队中，但

不少参展者还是忍不住相互打听。等到

从远道而来的火腿大师手中接过一小片

颜色鲜红、带着雪白脂肪纹路的西班牙

伊比利亚火腿，并放入口中，这样的疑虑

才被打消，“嗯，味道很好！”

伊比利亚火腿制作过程复杂而漫

长。本届进博会首发的Carrasco火腿，

在西班牙被称为“火腿中的爱马仕”，每

年产品数量有限。为了保证高品质，该

火腿制程需要五年以上，纯天然且手工

制造，每年都会固定在约 1.25万条的产

量。

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提供现场

品尝的这款伊比利亚橡果火腿，带有浓郁

的坚果、木头及香果香气，同时由于窖藏

时间长，工艺特殊，其香味更柔和，突出回

甘和花果香气，十分适合中国人口感。

来自马达加斯加
“世界第二辣”鸟眼辣椒

马达加斯加芒达有限公司虽然是第

一次参加进博会，但早在进博会开幕前，

就因明星展品——“世界第二辣”的鸟眼

辣椒成为“热门展商”。在今年一次世界

辣椒辣度测评中，公司培育的这款马达

加斯加鸟眼辣椒以超 14万 8千 SHU（辣

度单位），摘得食用级世界辣度第二名，

而国人普遍觉得辣的小米椒，辣度大致

在3000-5000SHU。

昨天记者来到芒达展台，刚表明来

意，展台工作人员陈林就顺手从众多香

料瓶里挑出了火红色的鸟眼辣椒，“来的

人太多了，标签都被摸糊了。”进博会开

幕第 3天，鸟眼辣椒暂时还未寻得采购

商，但陈林对自己的展品充满信心：“中

国的辣椒，还不够辣，我们欢迎更多四

川、重庆等地的采购商来了解我们的展

品。”

除了辣椒，芒达公司还将猴面包果

粉、红胡椒等中国消费者“闻所未闻”的

香料、食品，带到了中国。“猴面包果是马

达加斯加特有的农产品，果实磨碎成粉，

就是一种高纤维的食品添加剂，非常适

合健身、瘦身人士以及糖尿病患者食

用。”陈林介绍。

秀色可餐的
嘉吉化妆品

冰淇淋不仅可以自己品尝，还能给

皮肤保湿？本届进博会，世界最大的动

物营养品和农产品制造商嘉吉带来全新

推出的护理系列，将食品及原料制成护

肤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可食用”。

形似饼干的“植璀身体磨砂饼干”，

其实是一款身体磨砂膏，主要成分天然

淀粉、可可粉、有机乳木果油、白可可脂

椰子油等，全都可以食用。另一种产品

“柔滑可可洗手粉”则混合了葵花籽油、

天然软磷脂、麦芽糖糊精等，可谓“秀色

可餐”。

嘉吉中国区总裁刘军表示，美丽护

理是嘉吉的新兴产业，主要致力于天然

原料的提取和配方体系的研发，并为解

决全球个人护理品牌在原料安全方面提

供“嘉吉方案”。

■本报记者 杨珍莹 王延

正在进行的第二届进博会上，美资

企业前三日已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虽然

订单的金额未必最大，却是十分“有意

义”。因为，未来他们将与当地经济共

同成长。

11月6日，霍尼韦尔在进博会上发

布“未来炼厂”白皮书。该“未来炼厂”

技术可以将原油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

石化产品和清洁燃油，通过逐步增加低

成本原料的使用，为炼厂找到一条原油

制化学品的长期盈利路径。

中谷石化集团旗下大粤湾石化

（珠海）有限公司同时宣布将采用霍尼

韦尔一系列先进技术，用于其位于广

东省高栏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厂，

将重质燃油升级为更高价值的化工产

品。

该项目完成后，大粤湾可将几乎

所有的减压渣油转化为轻油，这也将

成为世界上渣油转化率最高的项目之

一。

霍尼韦尔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新泽

西州，它是第一批承诺参加首届进博会

的跨国公司，今年霍尼韦尔展位面积比

去年扩大三倍，多项技术和解决方案也

是今年首次在中国市场推出。霍尼韦

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副总裁兼亚太

区总经理刘茂树表示：“霍尼韦尔在华

80多年，一直扎根中国服务中国，为中

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技术和经验，并共同

成长。”

同一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下

简称GE）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宣

布了签署机组供货协议，双方将在中国

河南省濮阳市新建的 715兆瓦风电场

项目上进行合作。

此项创纪录的机组供货协议是GE
有史以来，在亚洲获得的最大规模单笔

风电机组供货订单，也是迄今为止外资

品牌风机制造商在中国签订的、单笔最

大的陆上风电机组供货订单。建成后

可以为河南省近50万户家庭提供充足

的绿色电力。

GE 可再生能源集团全球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裴柯斯难掩兴奋之情，

“GE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很

高兴能有此机会运用为本地市场开发

的定制解决方案，与当地经济共同成

长。”

除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方面

的合作，在汽车这一硬核产业上，美资

企业也在进博会上接住了中国“老朋

友”递来的“橄榄枝”。

福特汽车携旗下两大品牌——福

特品牌和林肯品牌，展出最前沿的产

品、科技与发展理念。此前，福特已经

与长安、江铃展开长期合作，合作建立

了发动机工厂、变速箱工厂、整车工厂

较为完备的生产产业链。本届进博会

期间，福特汽车进一步深化本土合作，

福特汽车大中华区战略部副总裁芮仁

康代表福特汽车与这些中国“老朋友”

签订了新的进口零部件协议，继续以实

际行动支持中国汽车市场与产业长期

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看到了进博会的效

应，福特汽车还抢先一步签约成为正式

参展第三届进博会的首批企业之一。

订单金额未必最大却十分有意义
美资企业更看中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火腿中的爱马仕”——Carrasco火腿。

▶“世界第二辣”的鸟眼辣椒。 □顾佳伟 摄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在进博会上的展台。 □施宇萌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天，在第

二届进博会举办期间，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区块链+”新闻发布会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会上，政企

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上海电子口岸区

块链联盟倡议书》，标志着上海电子口

岸区块链联盟正式成立。

会上，上海市商务委（市口岸办）

会同上海海关等单位共同发布了上海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多项应

用成果，包括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

人民币贸易融资服务、上海国际医药

供应链信息服务、保税展示展销智慧

监管和服务等。

据上海市商务委（市口岸办）副主

任申卫华介绍，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目前形成了兼具“监管+服务”10大

功能板块，53项地方应用，对接22个部

门，覆盖监管全流程及国际贸易主要

环节，平台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延伸

推广到数字金融保险、数字供应链、物

联网、智能制造等商业环境领域，为广

大企业免费提供国际贸易相关的公共

服务。世界银行专家高度评价上海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认为其功能的复杂

性和业务处理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并

向全球各国推广。

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推动和

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新增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服

务，依托单一窗口平台大数据优势，采

用区块链技术，解决贸易融资过程中

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问题，降低金融

机构融资风险，压缩进出口企业融资

成本。

在发布会上，市商务委（市口岸

办）会同市药监局共同为上海国际医

药供应链信息服务平台揭牌，这是上

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针对单一垂直行

业进行深度服务的首个平台。平台采

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分布式账本、数

据防篡改和信息可追溯，为进口医疗

器械和药品等行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从

源头到消费的“端到端”“可视化”供应

链信息服务，提高了监管效率和精准

度、有效减低监管成本和企业负担。

目前，在保税展示业务的通关和

保税监管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输入和

数据核实等问题。上海海关、虹桥商

务区管委会以及市商务委推动技术创

新，打造基于区块链的“6+365”保税展

示展销智慧监管和服务系统，并首先

服务于进博会保税展示展销业务。

该系统通过利用区块链分布记

账、共享账本、不可篡改、多方验证等

优势技术特点，不仅为企业减少了数

据重复提交、提高运作效率，还通过上

下游交叉验证提高数据准确性和业务

真实性，实现海关保税展示“无感”监

管，同时引入税务、银行、保险、物流等

关联机构上链，为参与“6+365”保税

展示展销的进口贸易商提供更加可

靠、便捷的金融、物流等全程一站式服

务。

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成立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多项成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