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在
论坛上提到， 电子商务时代的
天生基因是开放， 只有坚持开
放的原则， 才能将生产力释放
出来。“今天，到处都可以找到
银行服务， 不只是在银行网
点。 ”他表示，银行的服务已经
遍布手机端、遍布在生活各处。

对于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
响，刘连舸表示，“中国银行将
增加科技员工。 银行的场景生
态建设，将通过分析师，把金
融服务和实体场景建设结合

起来”。
针对区块链技术对金融行

业的影响。 刘连舸透露，银行应
用区块链技术大有可为，期待未
来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他
表示，中国银行很重视区块链研
究，已经和人民银行货币所、清
华大学在开发供应链融资相关
的区块链应用；作为 2022 年冬
奥会的合作银行，中国银行将让
更多公民享受到更多普惠金融
的便利。 目前中国银行的数字
钱包也正在研究中。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何晶
报道：对许多海外品牌来说，参加
进博会意味着走上进入中国市场
的“绿色通道”。 阿里巴巴方面对
记者表示， 天猫国际平台上共有
近 700 个品牌参加了本届进博
会， 其中有 113 个新品牌是首次
触达中国市场。

不少现场的参展商对记者表
示，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助力更
多海外品牌在华发展。 借助跨境
电商平台进行新品牌孵化， 大大
缩短和简化海外商品打入市场、
流转、反馈的周期，提高了品牌投
放的精准度、便捷度。

首届进博会以来的一年间，跨
境电商平台进口消费增长非常显
著。数据显示，天猫国际进口商品成
交同比增长 40%，其中，数码家电、
家居、 宠物品类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了 286.8%、161.9%、111.1%。 传统
的进口大品类如美妆、保健、食品等
也维持了 90%以上的同比增长；首
届进博会以来， 京东已圆满完成了
直接签约采购总金额近 1000 亿元
人民币进口品牌商品的目标。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认为：“电商平台连接了生产商和消
费者， 平台作用不仅仅是引导消
费，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数据，把分
散的、零星的需求汇聚起来，形成
规模化效应，反过来创造需求，实现
反向定制、量身定制，从而形成消费
者与品牌商之间的良性互动。 ”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究部主任赵萍则表示，丰富的进口商
品，有利于培育国内的高质量消费需
求，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间接促进产业创新和发展。

现场：
医疗展位
最快被订满

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设七大
展区，分别为：装备展区、品质生活展
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科技生
活展区、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服务贸易
展区和汽车展区。其中，医疗器械和医
药保健展区最为火爆。 该展区负责人
吴珺介绍， 展馆原面积3万平方米左
右，展位早在今年年初就被预订一空。
随后， 展馆面积扩大至4万多平方米，
今年3月底已被参展商订满。如果比较
各展馆的满员速度， 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展区是第一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
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陈新光说：“随着
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 未来健康产业
将大放异彩。 ”

据介绍， 今年全球医药及医疗器
械领域共有6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
龙头企业参加。 参展企业数量比首届
翻了一倍。 200多项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行业的新品在进博会首发， 近10
项新品是全球首发， 包括世界上第一
台能用于治疗新生儿肾功能衰竭的装
置，被誉为全球最细、最短的胰岛素注
射针头等。

为何医疗企业看重进博会？ 多位
受访嘉宾提到了“中国速度”这一关键
词。 比如，产品落地速度快，在首届进
博会首发的瑞典医科达精确自适应伽
马刀， 目前在国内已有两台投入临床
使用；产品推广速度快，在首届进博会
亮相的罗氏抗癌药安圣莎， 仅在美国
获批的9个月后， 迅速在国内获批，基
本实现了同步欧美上市。

“我们想把最新最好的产品在进
博会上首发。”日本潓美氢分子水素公
司总裁林信涌说， 进博会首日就已与
中国秀域公司签下一单大合约，“对企
业而言，进博会是非常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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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
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
多家企业共赴“进博之约”。作为
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进博会为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的需要拓宽渠道。

与去年首届进博会相比，
今年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总面积
增至33万平方米， 七大展区分

别推出“明星展品”，从飞行汽
车、 智能机器人到食品、 日用
品、医疗保健品，既展示了科技
带来的生活便利， 也提供了未
来生活方式的想象。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林曦

多款5G+VR产品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以生

活科技为主题的5.1馆内 ， 不少
科 技 企 业 展 示 了 关 于 5G的 应
用。 近200平米展位上 ， 高通展
示了多款已经商用的 5G终端 ，
包括联想 Z6 Pro 5G、 努比亚
Mini 5G、OPPO Reno 5G、 小
米9 Pro 5G、中兴天机Axon 10
Pro 5G以及中国移动的先行者
X1、P1/P2 CPE等。 在高通和微
软的展位 ， 在高速网络的加持
下， 参观者戴上VR头盔即可体
验超快感的虚拟现实内容。

世界最大游轮
第二次参加进博会的皇家加

勒比游轮， 在进博会开幕首日对
外宣布，绿洲系第5艘游轮“Won鄄
der of the Seas”的中文名称为“海
洋奇迹号”，将在2021年以上海为
母港出发，开辟全年母港航线。 这
艘游轮造价达16亿美元， 是世界
最新、最大、最贵的游轮，同时也
是本届展馆内“最贵的展品”。

高速巡逻游艇
首个进入“四叶草”国家会展

中心的展品 “FSD 195巡逻艇”，
是世界上30吨级游艇里跑得最快
的综合高速巡逻艇， 由意大利法
拉第集团生产。 据介绍，FSD 195
高速巡逻船大量采用碳纤维和钛
金属等新型材料，广泛用于海警、
边防等领域。 此次参展进博会是
该艇在亚洲市场的首秀之旅。

AI素颜仪
首次参加进博会的宝洁 ，这

次带来了网红产品“OPTE AI素
颜仪”， 在开馆首日就备受女性
热捧。 据介绍，这款美容仪通过
每秒钟200次拍照 ， 精准定位斑

点位置并评估斑点大小、颜色深
浅，然后将美容液精准喷在皮肤
上遮瑕淡斑，让皮肤看上去就像
被美颜软件 “磨过皮 ” 一样 。
OPTE AI素颜仪是该产品的全
球首秀，将登陆中国市场。

最高“小巨人”
来自德国的Miniload堆垛机

（搬运或从高层货架上取放货
物的专用机器 ）是展馆内的 “小
巨人 ”，该机的立柱最高可达 25
米高，并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进
博会的展馆内原本限高6米 ，经
多次沟通 ， 进博局安保部门破

例将 “小巨人 ”的身高和演示高
度放宽到8米， 它也是进博会室
内演示高度最高的展品。

“拈针”机械手
首届进博会的“网红”产品雄

克机械手今年有了升级版———
“服务型机器人雄克 5指机械手
SVH”， 它不仅能抓取可乐罐、操
纵方向盘、给轮船换挡，甚至还能
精准地拿起一根绣花针。 德国雄
克公司的展台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 年 展 出 的 这 只 机 械 手 具 有
100%灵活的模块化特征，精细化
和灵活性更强，应用范围更广。

第二次参加进博会的德国艾能健
公司 ，带来了全球首发的螺旋光子能量
仪。

工程师克里斯莱森介绍 ，大自然中
不存在螺旋状的光子 ，当螺旋作为能量
聚合的形态 ，进入到强大的光子能量场
中，通过 “相干 ”“纠缠 ”“叠加 ”形成螺旋
生物光子能量 ，能实现肌体修复 、重建 、
更新，快速提升人体的肌体能力。

罗氏制药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集中发布了三
款 创 新 药 物 。 Tecentriq
（化学名：阿替利珠单抗）
用于肿瘤免疫治疗、赫赛
莱 （化学名 ：恩美曲妥珠
单抗） 用于乳腺癌治疗、
Xofluza （化学名 ：玛巴洛
沙韦片 ） 适用于流感领
域 。 同时 ，罗氏制药 （中

国）和海南省乐城国际旅
游先行区签署战略合作，
通过海南自贸区“先行先
试 ”政策 ，率先将这些药
物引入海南先行区内开
展临床应用。

据了解 ，2019年美国
FDA 批准了Tecentriq联
合化疗用于治疗 PD-L1
阳性的晚期三阴性乳腺

癌患者，这也是全球首个
获批用于三阴性乳腺癌
治疗的免疫抑制剂。 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
内科主任胡夕春教授表
示 ： “Tecentriq 联 合 化 疗
可以让患者的疾病恶化
或死亡风险降低38%，在
治疗三阴性乳腺癌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

螺旋光子能量仪
全球首发

罗氏发布治疗乳腺癌新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七大展区分别推出“明星展品”

医疗健康展区最火爆
产品很新潮55GG+VV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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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
毕马威签约前海科控

11 月 5 日下午，前海科创投控股
有限公司成为毕马威在本届进博会的
首单签约机构， 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将携手在深圳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进行科技创新战略布局，
实现产业园区的良性和可持续运作，
并搭建离岸创新创业平台， 打造高端
国际科技创新项目的聚集区和国际化
创新生态典范。

毕马威中国政府及公共事务咨询
服务合伙人喻莺表示：“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战略地位，正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迎来历史性机遇。 ”

毕马威中国华南区咨询服务主
管合伙人彭富强对羊城晚报记者表
示：“毕马威将凭借遍布全球的业务
网络，国际化、高水准的专业能力，以
及科技赋能的智动审计、‘智慧之光’
等平台，协助前海科创投控股有限公
司整合海内外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前
海国际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加速
孵化生态圈，推动区域高端科技创新
产业的发展。 ”

首发新品

人气产品

说
大咖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与进博会同期举行

行业嘉宾聚焦数字经济发展
11 月 5 日，

第二届进博会开
幕， 第二届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同期举行。
在“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
创新发展” 等主题分论坛
中，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
舸、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
等与会嘉宾分享了相
关行业发展现状
和前景。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
论坛上， 就“双 11 网购
节”等进行了相关介绍。

“每年都有人让我预
测一下销售额， 但我不关
心这个， 我关心的是每年
的技术保障， 每年的订单
峰值， 因为这对我们才是
最大的考验。 ”张勇透露，
去年天猫“双 11”每秒订
单数达 48 万笔， 预测今
年订单数会超过去年这个

峰值。
“5 年进口 2000 亿美

元， 覆盖超过 120 个国家
和地区”，阿里巴巴一年前
在首届进博会上制定的五
年计划受到广泛关注。 数
据显示， 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阿里巴巴已完成原
计 划 阶 段 性 目 标 的
123%， 有来自 78 个国家
和地区超过 22000 个海外
品牌入驻天猫国际， 覆盖
4300 多个产品类目。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

去年承诺的五年进口计划
阶段任务123%超额完成

旷视联合创始人兼 CEO 印奇
分享对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看法。
他认为， 人工智能行业的规范需要
全社会一起努力，需要标准，也需要
立法。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还面临诸
多不确定因素。 ” 印奇表示， 对于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和隐私等问
题的担忧，需要各方的努力，需要建
立很多行业标准，需要相关的立法，
我们正在参与和一起努力。 人工智
能的发展需要开放合作， 合作才能
创新，不能是封闭的发展，更不是一
个企业自己的游戏。

人工智能企业该如何分享数字
时代的发展红利？ 又该如何推动技
术、 资源、 政策和市场的互动与融

合？ 印奇从坚持技术创新和价值创
新两方面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从整个技术周期来看，
人工智能尚处于用大数据解决小任
务的初级阶段， 只能够处理人类定
义好的任务而非通用任务。 但初级
阶段的人工智能后续技术创新确立
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 也能为人工
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奠定基
础。

“人工智能是真正底层的技术，
它的市场价值在于可以解决更本质
的生产效率问题，极致的效率提升即
是真正的创新。 ”印奇表示，“只要保
持对新技术的好奇心，从创造价值出
发，坚持创新、坚持开放合作，一定能
分享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 ”

旷视联合创始人兼 CEO 印奇：

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化
需要更多标准和法规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

区块链场景研究潜力巨大
金融领域正加快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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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在科技生活展区与一款机器人“自拍”合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5 日在上海开幕。 一些
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开
幕式上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中国举
办第二届进博会，认为此举彰显了
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称赞中国
扩大开放为世界打开机遇之门，各
方欢迎并将抓住这一机遇，加强交
往合作，共享更加光明的未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致辞中说，
中国的开放对世界意义重大，中
国通过切实行动表明将继续实行
开放政策。 近年来中国修订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降低
关税。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
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堪称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成为当
代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马克龙认为，选择开放是中国
人民的智慧， 中国实现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经济
社会进步。 中国的成功归功于自
身努力，也得益于全球化。 中国既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
球经济重点转移到亚洲， 带动世
界增长。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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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也是欧洲
的选择。 各国高度赞赏、非常期待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致辞
中表示，希腊作为主宾国参加本届
进博会， 展现了希中关系的重要
性。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希腊不
具有投资价值时，中国企业仍大胆
向希腊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比雷埃
夫斯港就是成功范例。 希腊政府计
划把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为地中
海地区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港口。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在致辞中
说，中国举办进博会，体现了习近平
主席的领导力和远见卓识。 进博会
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理念。 推动
更多进口， 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加强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承诺， 确保所有
国家和民众都有机会从全球繁荣中
受益。 牙买加欢迎这个特别的机遇。

霍尔尼斯表示， 在当今世界，必
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球村这
个共同空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够独自实现发展，国际社会应在商业
领域推动技术创新与合作。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
纳比奇在致辞中说，中国的快
速发展证明， 在 21 世纪只有通
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增长和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有利于
中国的持续发展，还为世界各国带
来了一系列发展机遇。

布尔纳比奇说，第二届进博会
召开之际正值世界经济贸易面对
历史的十字路口。进博会所代表的
道路， 指向和平共处、 国际合作、
共同繁荣，以及加强国家间的经济
依存、文明对话和人文联系。 面对
共同挑战，封闭、疏远和沟通阻塞
不是解决办法，各国团结、整合资
源，一起寻求对策才是正解。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致辞中
说，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作出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承诺，进
博会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例证之
一，为国际贸易与相互交流创造了
良好机会。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重
要倡导者， 其国家战略富有包容
性，强调可持续发展和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意大利将抓住进博会这一
机遇，进一步巩固对华贸易，提升
意大利产品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开
拓与中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合作，促
进贸易和服务产品交流。

迪马约表示，意大利愿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合作以及两国
在国际及欧盟层面的战略合作，进
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促
进世贸组织改革，巩固其在多边贸
易体制中的中心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
多在致辞中说，第二届进博会显示
出中国增加进口、为中国和世界企
业和消费者创造机遇的强烈意愿。
这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强调进口的
做法尤其值得欢迎。

阿泽维多说，贸易对于互利合
作至关重要。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
紧密互联、高度融合。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世界市场不确定性。 未来为应
对贸易挑战，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共
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稳定、 更可预
测、更加融合的贸易体系。各国还需
共同加强世贸组织作用，推动世贸
组织改革。 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打
破投资不确定性和经济减速之间
的恶性循环，才能推动共赢。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何晶

海外品牌“发力”进博会
首届进博会以来，跨境电商平台部分商品同比增长近三倍

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盛赞

中国扩大开放
为世界打开机遇之门 音

画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