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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赴“东方之约”喜看
“津彩

进博”

日前，为期6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落下帷幕，借助进博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天津持续连接海
内外资源，拥抱广阔市场。
一场东方之约，收获累累硕果。本届进博会，天津市交易团共有1006家企业和机构、2245人赴沪参会，通过采购商与参展商之间的精准对接，展会期间

共达成意向订单55项，成交金额较上届实现了大幅增长，采购商品主要包括技术装备、医疗器械、食品及农产品等。与此同时，立邦汽车涂料
中国区总部、罗氏制药国际创新个体化医疗研究院、霍尼韦尔过程控制（中国）运营中心和创新研发中心等多个

重磅项目在展会期间落户天津，优质资源不断集聚。
这些在进博会上“牵手”的主角，如何看待这次特别的“约会”？走入这一届进博

会，又有哪些新的精彩？

第四届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有
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企业参展，其中
包括近3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更
有不少首发首秀产品亮相。天津甘蒂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就在这里找到了合作伙伴，本届
进博会上，该企业签订了乳制品和果汁的采
购协议，合同金额总计超过1400万美元。

连续四次参加进博会，每年都有新成果
装进“购物车”，公司营采中心副总经理李津
瑛分析了原因：“进博会上很多展商集中参
展，包括一些新的品牌方，使我们有了更多的
选择。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出国参会、考察不
方便，所以进博会成了我们对外沟通交流的
很好的平台，优势非常明显。”

李津瑛告诉记者，对于该公司来说，

参加进博会有几个重点任务：关注相关行
业的论坛，了解市场发展趋势，同时，发掘
新研发的产品品类，寻找适合企业进口的
产品和品牌。

目前，甘蒂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已在全国
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和
东北几大销售区域，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产
品市场覆盖全国。

来自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的
况楠也表示，进博会拓展了企业的采购渠道，
通过现场对接交流，与更多的展商达成了合
作的意向。
“借助进博会的平台，我们会在巩固现有

业务模式的同时，适应市场的变革，寻找和挖
掘更多相关领域的高端产品。”李津瑛说。

来自众多国际品牌的顶级汽车是此次进
博会展示的一大重点，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
进出口口岸，天津也将目光聚焦于此。

在进博会期间举办的2021中国（天津）
汽车大流通创新发展论坛上，天津提出建设
汽车大流通中心城市，打造汽车制造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汽车及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先行
区、进口汽车销售结算集聚区、北方二手车
出口核心区、汽车新业态政策制度供给区和
汽车文旅特色产业引领区。

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建表示，此次在进博会
上举办汽车大流通创新发展论坛，也是汽车大
流通中心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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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宣传天津汽车产业

优势，促进各类汽车产业要素向天津集聚。”
据统计，2020年，天津口岸整车进口达28.7

万辆，位居全国第二。天津还是我国首批国家
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和二手车出口试点地
区，去年整车出口10.8万辆，汽车零部件出口
62.2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二手车出口业
绩也居于前列，相关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注册在东疆保税港区的先锋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是宝马集团下属企业，公司首席
营销官王鑫对于汽车大流通中心城市建设十
分期待：“过去我们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这次天津提出建设汽车大流通中心城市，
对于我们来说是促进业务发展的一个契机，
相信各级政府会在政策创新、政策支持上倾
注精力，相关行业的企业都会从中受益。”

近年来，健康产业受到高度关注，能在进
博会上展示产品和技术被许多企业视为难能
可贵的机会。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来自澳大利亚的健康食品品牌宝康士已经连
续四年参展。今年，这家由狗不理集团控股
的海外公司带来了明星产品“月光宝盒”、益
生菌系列以及晚安胶原蛋白肽饮。

在宝康士（中国）保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耿静看来，除了宣传品牌，参加进博
会也是一个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的好机会。“一
些品牌会在这里举办新品发布会，也能看到
新的展商，可以说每年都有不同的东西。”她

举例说，近两年的进博会上出现了许多保健
类目的新的原材料，还有专注于口腔、睡眠、
抗氧化的产品，细分领域越来越多。
“我们通过现场交流，发现大家比较关心

睡眠、调节肠胃和眼睛保护等功能，也非常关
注产品成分，包括来源和比例等等，我感觉无
论是采购商还是观众都越来越专业了。”耿静
告诉记者。

在拓展线下渠道的同时，宝康士也积极
拥抱电商平台，今年“双11”期间，该品牌还
通过官方商城推出了相关优惠活动，将更多
的进口产品送到国内消费者的手中。

作为重要的开放平台，进博会也见证了众
多合作项目的达成。日前，天津港保税区与罗
氏制药中国在上海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在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区
开展技术和产品的研究、贸易、流通和应用等
方面的合作，在个体化医疗领域进行探索。

天津港保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生物医
药产业是天津打造“1+3+4”现代工业产业
体系的重点产业之一，也是天津港保税区大
力发展的产业，希望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在
生物医药研发、生产、贸易等更多领域和更
广阔的空间与罗氏制药等优秀企业进一步

深入合作，实现共赢。
“进博会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为连

接生态圈合作伙伴、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生态
体系提供了绝佳平台。”本届进博会上，罗氏也
携众多创新产品亮相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
区，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表示，“感谢进博会
的持续召开，让我们有机会与合作伙伴进行洽
谈，打造以价值为核心的个体化医疗体系。我
们期待更多创新成果借助进博会第一时间惠
及中国患者，也将继续携手多方合作伙伴，聚
力打造开放、合作、创新的本土医疗健康生态
圈，助力构建‘健康中国2030’宏伟蓝图。”

去年，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本届进
博会上，这一主题也成为了众多参展商的
关注焦点，一大批展现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新产品、新技术悉数登场——

在消费品展区，松下首次设置了
“环境”主题，展示内容包括在东京奥运
会上应用的5千瓦纯氢燃料电池以及
企业在热泵、二氧化碳冷媒方面的环保
案例，聚焦碳中和领域。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达能的展台
摆放了一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据介
绍，人们扔掉的塑料瓶被回收到工厂
后，经过加工可以“变身”为服装。

在汽车展区，日本丰田汽车的氢燃料
电池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与普通的汽
车相比，氢燃料汽车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
排放，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的目的。

今年的技术装备展区更是特别设置
了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数十家企
业在此“集结”，展现低碳化、智能化等行
业发展新趋势。江森自控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中国的“双碳”目标和该公司的
愿景十分吻合，未来会在数据中心、智慧
医院、智慧交通、区域能源管理以及城市
建筑有机更新等领域不断发力，与中国
的本地伙伴开展进一步合作，加快国内
研发，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相关的应用。

大型雪场、自驾营地、运动训练室，
今年，迪卡侬将运动场景“搬”进了展
馆，十分吸引眼球。其中，一款快开通
用型车顶帐篷是该品牌在进博会上的
全球首发产品，一体式设计、一分钟搭
建是其主打特色。展台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去年以来，露营运动火遍全国，迪
卡侬的露营运动产品今年同比增长已
经突破100%，帐篷品类和露营家具类
品牌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2022冬奥会的临近，各大品牌
也纷纷挖掘冰雪消费的潜力，相关运动

产品成为进博会上的展示重点。迪卡侬
推出了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滑雪板，据工
作人员介绍，这款全球首发的新品适合
1到4岁的小朋友使用，解决了标准儿童
雪靴太硬太重的问题。此外，斐乐公司
也带来了联名版专业滑雪服。

值得一提的是，体验互动活动“冰
雪嘉年华”成为“四叶草”中最热门的
“打卡地”之一，在这里，冰壶、冰球、VR
滑雪等项目一应俱全，为南方城市上海
带来了冬奥氛围，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
体验。

丰田在进博会上展示了氢燃料电池车。

展馆中的“冰雪嘉年华”，观众利用虚拟技术体验滑雪乐趣。

参会者排队品尝美食。

直播带货成为展会中的一大亮点。

进口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吸引观众眼球。

疫情让人们对于身体健康格外关
注，生活理念的变化也带动了相关产业
的发展。

今年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汇
集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和一流产品参
展，各类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数量达到
135项，位居六大展区之首。在保留康
复养老专区和公共卫生防疫专区的基础
上，今年还新增了创新孵化专区和生物
医药专区。

在西门子医疗的展台，全球同步首
发的极光PET/CT设备可以进行超高
精度和超快速全身动态扫描，将药物在
人体内分布的全过程进行可视化，帮助

科研人员了解不同药物在不同组织、器
官以及病灶中的代谢特征，还有助于提
升患者的检查体验和科室诊疗效率。
此外，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诺和诺德等
进博会的“老朋友”也纷纷携最新产品
亮相，为这里吹起浓浓的健康之风。

恒天然等乳品品牌推出了高蛋白高
钙牛奶、“草饲”鲜牛乳；雀巢汇聚了7个
健康科学品牌产品及普瑞纳宠物食品，
同时带来了植物基饮料……随着健康饮
食理念的深入人心，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也有许多参展企业结合中国的消费升级
需求，重点展示了营养健康的植物基食
品、有机食品和功能性食品。

长达2.5米的红色针织裙，您恐怕只
能在进博会上见到。在优衣库的展台，工
作人员张女士指着正在“忙碌”的针织机
器向记者介绍，这条专为进博会定制的针
织裙，亮点不仅在于尺寸，还有其一体成
型的3D无缝编织艺术。通过机器的精准
计算，可以得到三维立体且无缝的廓形，
更加贴合人体曲线，兼顾了美感与舒适。

在展示新技艺的同时，企业也在产
品中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条牛
仔裤采用了臭氧漂洗、激光等技术，能减
少在水洗加工工艺中的用水量，节水率
最高可以接近95%。”张女士说。

除此之外，欧姆龙展台的乒乓球机

器人今年再次“出战”，其新技能是应对
双打玩家，还可以通过捕捉生物和动作
信息调整双打方案，提升搭档之间的默
契度；圣罗兰美妆推出的“口红打印机”，
仅需三管唇釉便能让消费者随时随地
“解锁”1000多种唇色；采用视觉导航技
术，AI智能清洁机器人在德国卡赫的展
位前“不知疲倦”地工作……在本届进博
会的主题展区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科
技感满满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也让人对
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促进各类汽车产业要素向天津集聚

采购 每年都有新成果装进“购物车”

采购商和观众都越来越专业了

“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

低碳 新产品、新技术成关注焦点

互动 运动场景“搬”进了展馆

理念 吹起浓浓的健康之风

技术 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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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第23、
24集 杨柯辞职，还想带
着朱锁锁一起跳槽。锁锁
为了杨柯跟叶谨言理论。
冲动之下，锁锁把自己的
工作牌交给范金刚，选择
离职。叶谨言气急，对锁
锁的离职，不置可否。蒋
南孙偷偷在大罗骚扰自己
时录音，她拿出录音警告
大罗，并称他一定会受到
法律的惩罚。工作上，蒋
南孙跟大罗申请项目分
成，称这是自己应得的报
酬。没想到大罗恶人先告
状，逼蒋南孙离职……

天津卫视19:30

■《不能没有家》第
21、22集 违约辞职的陆
大宽满以为丁蕊会让他进
行经济赔偿，没想到再见
面时，丁蕊竟主动撕毁了
二人签订的合同，大宽愕
然。原来精明的丁蕊早已
看透，对于陆大宽而言，合
同、金钱，都不是束缚他的
理由。陆大宽的软肋，是心
软二字。于是丁蕊对陆大
宽诉说单亲母亲的艰辛，表
明自己愿意为了丁丁的快
乐，放弃一切，并恳请陆大
宽帮助丁丁完成这个美
梦。以助人为乐为人生信
条的陆大宽，最终还是接受
了这份工作，但条件是不再
负责接送丁丁上下学，以免
被陆小路逮个正着……

天视2套19:30

■《穷妈妈富妈妈》第
5、6集李蓉来找刘大为逼问
亏空去向。刘大为四处借钱
弥补公款未果，只好来找莫
莉承认错误。莫莉同意不予
追究，却借此逼迫刘大为向
田芳提出离婚。刘大为回家
后，把亏空公款的事情告诉
了田芳，向她提出离婚，并说
明，如果田芳同意，莫莉便不
予追究，如果不行，那么刘大
为就只好去坐牢了。田芳气
愤，赶走了刘大为。莫莉约
田芳出来见面，田芳同意和
刘大为离婚了，条件是刘小
东必须跟着她……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今天
的这起案子，原告两个女
儿的照片被做成了表情
包，可是这表情包却不简
单，其中的很多元素令人
不堪入目，两个宝贝的照
片怎么会被人盗用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