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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参与“圈粉”无数
———从第二届进博会看共建“一带一路”新机遇

参加第二届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系列分论坛
的中外嘉宾， 在出席分
论坛之余， 走入进博会
的各个展馆。 他们纷纷
为“一带一路”倡议、进
博会等充满智慧和前瞻
性平台的创建和实践
“点赞”。

“中国将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努
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
可持续目标，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
展。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
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
讲中的话让论坛嘉宾感
受到更多机遇。

锚定高标准 “拉手”共谋发展机遇
“无论怎样寻找，世上

没有任何一个港口像比雷
埃夫斯港这样让我心醉神
迷……” 家喻户晓的民谣
《比雷埃夫斯的孩子》唱出
了希腊人民对比雷埃夫斯
港的热爱。

扼守要冲， 山环海屏，
这个位于地中海之滨的“明
珠港口”却一度陷入经营困
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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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娓娓道出比雷埃
夫斯港的“重生”故事。

共建“一带一路”进程
中， 中国企业参与比雷埃
夫斯港运营， 促其成为全
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码头

之一。 米佐塔基斯信心满
满， 表示希腊政府下一步
计划把比雷埃夫斯港打造
成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欧
洲最大的港口。

坚持“拉手” 而不是
“松手”，“一带一路” 倡议
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
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本届
进博会上， 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与贝克休

斯、泰纳瑞斯等 12 家全球
知名供应商现场签订框架
协议和进口采购合同，集
中采购海洋石油高端装
备、 技术服务以及大宗物
资等。中海油董事长汪东进
表示，将持续加大在“一带
一路” 沿线、“大西洋两岸”
等重点区域的资源投入力
度，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共同
探讨海外新的合作机会。

坚持惠民生 合作增进人民福祉
肉类和家禽、 蜂蜜和

谷物、乳制品……6 日，俄
罗斯国家食品店在天猫的
食品和生鲜平台上开业，
成为本届进博会俄罗斯参
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作为‘一带一路’组成部
分的电子商务， 可以将中
国的贸易重新定向到丝绸

之路国家， 并对其发挥有
益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教授皮萨里德斯在进
博会上说， 开放的国际贸
易不但对小国的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 对大国也同样
重要。

从线上到线下，从发

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
货通天下，利惠全球。 孟
加拉国的黄麻制品通过
中国的进口博览会进入
日本的高岛屋售卖，帮助
更多孟加拉国乡村妇女
改善生活。 这样的故事，
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从个别案例变成普遍

现象。
谋互利共赢， 求共同

繁荣。 目前， 中国已经同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
织签署 197 份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 第二届进
博会上明确传递出未来将
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的清晰信号。

着眼可持续 携手推进互利合作
巨型 LED 屏幕呈现

“一带一路” 艺术画卷 ，
4D 影片重现古今丝绸之
路……作为进博会的配套
活动，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
的“一带一路” 国别汇 2
日揭幕。约 7000 平方米的
空间，展示着“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在经济、 文化、
民生等领域的一项项推进
和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 充分尊重各地区和各
种文明的多样性， 真正体
现了互利共赢的理念。 ”塞

尔维亚前总统托米斯拉
夫·尼科利奇说。

在“70 年中国发展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论坛
上，近年来“一带一路”倡
议的进展和成果得到多国
参会代表肯定。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为增强各国联
动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中
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对于凝聚各方携
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谋划
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论坛发布的上

海共识如是说。
克罗地亚议长扬德罗

科维奇说， 克罗地亚和中
国之间在商业、 交通、能
源、 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
有着卓越的合作 ，“17+1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
高度契合。 要积极行动起
来， 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双
方营商自由， 更多开放市
场，制定监管框架，改善营
商环境。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
济部部长西雅尔多表示，
在新的经济秩序建立方

面， 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 倡议是真正多边主
义的引领机制， 能够进一
步深化和加强欧亚之间的
往来和关系， 特别是促进
中东欧与中国的合作。

开放合作、命运与共。
共商共建共享，随着“一带
一路” 倡议多项务实合作
深入推进， 中国正与沿线
各国更加紧密地互联互
通，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实
现可持续共同发展。 ②1

（据新华社）

世界 500强眼中的进博会

不容错失的
“中国机遇”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科技生活展
区里，世界 500 强、家具及家居用品零售商巨
头宜家的展台格外醒目。 这是宜家第二次参
加进博会，同时也是首次独立参展。

一年前的首届进博会， 宜家只是加入瑞
典国家馆， 通过一块展板展示了自己的产品
和理念。

“‘进博效应’的火热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 ”宜家中国公关事务负责人杨帆透露，
首届进博会落幕后， 公司内部召开了总结
检讨会， 一致认为宜家应该更深度参加进
博会， 并决定立即着手准备第二届进博会
参展事宜。

一年后，宜家以“宜居未来家”为主题精
心设计了 180 平方米的展台，并以“进博会
绿色发展合作伙伴” 的身份亮相第二届盛
会。除了为进博会主场馆功能区提供基于循
环理念生产的家具及家居用品，宜家还承诺
把进博会现场回收的 PET 塑料瓶作为原材
料再次投入宜家价值链，赋予废弃物“第二
次生命”。

从一块展板到一个展台，宜家的“进博故
事”透露着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世界 500 强
企业视进博会为其加速拓展中国市场， 与中
国经济社会共同成长的重要契机。

今年恰逢百岁“生日”的食品行业巨头达
能集团深耕中国市场已超过 30 年。参加首届
进博会后的一年间， 集团已将旗下来自新西
兰、波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逾十余款单品相
继引进中国市场。

第二届进博会上， 达能又携覆盖全部三
大业务的 30 多个品牌亮相，其中部分产品在
进博会上全球首发。

戴尔科技集团已连续两届成为最早确认
参与进博会的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 今年的
展会租用面积和搭建面积较首届大幅提升，
展示的解决方案也从去年的 30 多个增至逾
50 个，涉及 5G 和物联网、人工智能、多云战
略和基础架构、移动互联等领域。

首届进博会上， 自动化控制及电子设备
制造商欧姆龙的“乒乓球机器人”成为网红。
这一次，欧姆龙不仅带来了升级版的“乒乓球
机器人”，还将微缩版现代农业大棚“搬”到了
进博会展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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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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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1 （据新华社）

在第二届进博会科技生活展区，参观者体验德国思爱普公司展出的 VR赛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