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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工业 4.0 创新技术中心为企业“看病”、罗森三年
内店铺数翻一番、星巴克臻选咖啡·酒坊……

进博会“惠”重庆

罗森重庆便利店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
菊）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今日开展，重庆 32 个交易团、820 家注册企
业已于昨日陆续抵达上海。
据了解，
在前两届进博会，
重庆交易团收获
满满，一大批外贸采购订单，通过进博会完成，
一大批进口商品来到我们身边，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一大批投资项目，也通过进博会落地重
庆，
开花结果。
日前，重庆渝润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智慧
能源管理平台咨询规划项目进入初期实施阶
段。该公司技术总监王珂介绍，通过该平台的
使用，预计公司人工成本可降低约 30%，生产
成本降低 10%～15%。而这一创新成效，得益
于通过进博会的平台，博世工业 4.0 创新技术
中心落户重庆。
在 2018 年首届进博会上，德国博世集团与
重庆市商务委、西永综保区、吼吼科技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共建博世工业 4.0 创新技术中心。
该中心于 2019 年 8 月第二届智博会期间开
业，
投入运营以来已向重庆 100 余家企业提供了
诊断咨询服务，向 1000 余名政府部门、科研院
所和制造业从业人员提供了智能制造专题培训，
向 40 余家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智能制造综合解决
方案，
带动发展20 余家智能制造产业本地企业。
在博世工业 4.0 创新技术中心项目的带动
效应下，2019 年第二届进博会上各方又签订了
两个重大项目：德国博世集团与重庆市口岸物
流办、西永综保区、吼吼科技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
共建博世国际物流分拨中心，
助力重庆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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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是哈企业对接中国市场
“不容错过”的机会
访哈萨克斯坦外贸商会主席叶列诺夫
“中国市场对哈萨克斯坦企业具有巨
大吸引力。进博会是哈企业与中国市场
对接的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负责组织
本国企业参加第三届进博会的哈萨克斯
坦外贸商会主席阿扬·叶列诺夫表示。
叶 列 诺 夫 说 ，去 年 第 二 届 进 博 会 期
间，哈萨克斯坦参展企业实现了 2.8 亿美
元的成交额。
“ 我们的企业几乎是刚参加
完去年进博会就着手为今年做准备了。
尽管今年的参会形式不同以往，但本届进
博会依然非常值得期待。
”
据他介绍，本届进博会哈萨克斯坦的

展位面积进一步扩大，哈方参展企业也从
去年的 30 家增至 35 家。参展商品包括面
粉、肉类、食用油、奶粉和伏特加等。
“近年
来，中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需求不断扩
大。哈萨克斯坦出产的优质天然食品受
到越来越多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哈中两
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这为哈萨克斯坦食
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
”
叶列诺夫表示，哈方非常重视进博会
这一扩大出口的平台。
“ 我们相信未来将
有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与中方建立合作，
有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

星巴克来福士店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德国思爱普集
团与重庆市商务委、西永综保区、吼吼科技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思爱普智能制造联合创新
中心，
助力重庆企业数字化转型。
据了解，今年博世集团还会继续参加进博
会，持续看好进博会开放合作带来的巨大发展
潜力。
此外，罗森、星巴克等企业，也通过进博会
签约，
深耕重庆，
加大在渝投资力度。
截至 2020 年 9 月，重庆罗森店铺数突破
300 家。现在，重庆罗森已迈开二级市场拓展
的步伐，两年来，先后在璧山、江津、合川、涪陵
等地开设店铺。
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也让罗森对未来有
了更高的期盼。来自重庆罗森公司的数据显
示，重庆罗森计划在三年内，店铺数整体翻一
番，
到 2023 年底达 650 家。
接下来，
罗森还将增加快递代收、水电代缴
等社区服务性功能，解决社区居民最后 100 米
的生活需求。
今年 7 月，星巴克中西区首家臻选咖啡·酒
坊——重庆朝天门来福士店正式开业，创新性
地为山城咖啡爱好者开启咖啡与酒吧融合的新
模式。
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将充
分发挥进博会平台的综合效益和溢出效应，通
过组织重庆投资贸易合作交流会，宣传推介重
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情况，
加强招商引资，
引进
一批助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项目，有力推
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进博会是跨国企业
“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
访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沈达理
“进博会为东西方企业齐聚一堂、展
示各自创新成果和交流经验提供契机，有
助于企业间建立更多联系，是个绝佳平
台。”谈及即将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全球高增长
地区总裁沈达理（英文名沙恩·泰德贾拉
蒂）如是说。
他强调，对霍尼韦尔这样的跨国公司
而言，进博会是其“中国故事”的重要一
环。
“ 在我们看来，中国不单单是出口市
场，也是重要的生产制造和创新之地，我

们力求更好地抓住中国市场活力带来的
巨大机遇。”
沈达理说，霍尼韦尔看好中国经济前
景，
“我们的核心战略是与中国一起发展”
。
霍尼韦尔在过去两届进博会上展示
了智能互联、节能环保和安全防护创新等
方面多项技术，据沈达理介绍，霍尼韦尔
将在第三届进博会期间发布安全保障、能
源效率等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
霍尼韦尔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资企
业之一。

“第三届进博会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国际盛会”
访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戴良业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戴良业
表示，如期举办的第三届进博会是一场意
义重大的国际盛会，体现了中国助推全球
贸易复苏的积极努力。
戴良业说，今年虽面临新冠疫情的重
大挑战，
但进博会筹办未因疫情停下脚步，
各项筹备工作更周密、更细致。马方对今
年进博会充满期待，
相信将更加精彩。
他说，参加本届进博会的马来西亚企
业大都主营燕窝、咖啡、特色饮料等马来

西亚特产。
戴良业表示，
中国应对疫情举措有力、
成效显著，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今年第三
季度，
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4.9%，
为马中经贸
往来乃至全球市场都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第三届进博会如期举办，是中国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彰显全面扩大开
放决心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各国互惠
互利、共赢发展。
”
他说。
本组文据新华社

5 件古画参展：
进博会打开海外中国文物回流通道
据新华社电 上海海关 4 日公布，5 件
进境参展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文
物展品，经上海海关和上海市文物局共同
监 管 ，将 于 5 日 在 进 博 会 举 办 场 馆 正 式 亮
相，进博会由此打开一条海外中国文物回
流通道。
据介绍，这是文物展品首次亮相进博
会。5 件展品来自日本，均为中国古画，作者
为南宋的赵伯驹以及明代的沈周和仇英。古
画内容涉及庭院仕女、山水长卷等，有绢本，
也有纸本。相关进口方为一家香港贸易公
司，受日本藏家之托，负责 5 件古画的展览和
交易事宜。
上海海关表示，为进一步发挥进博会功
能，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财政部、海关总
署和国家税务总局 10 月联合发布通知，规定

从日本进境、即将亮相第三届进博会的
中国古画。
新华社发
在第三届进博会展期内，每个展商销售艺术
品、收藏品及古物类展品，可享受 5 件以内的
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手记

盲盒、卡通公仔、机器人
服贸展商
“费思量”
盲盒、
卡通公仔、
机器人、
环形大屏幕、
社交媒体留影窗……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服务贸易展区很特别。为了让观众
更好地了解相关服务产品、更好地打入中
国市场，
参展商们使出了
“十八般武艺”
。
美国 UPS 公司展台吸引了不少先期
探馆记者、志愿者的眼球。这家企业推出
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盲盒贩售机，盲盒中有
吉祥物钥匙环等纪念品，让不少人纷纷驻
足体验。
在展厅的另一端，
普洛斯公司的展台也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为了让观众了解企业
的金融服务，
公司设置互动体验区。观众可
以选择不同的卡通经营场景，
使用自己的头
像拍照并打印留念。而这些场景，
正是来自
普洛斯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行业。
总部设在香港的冯氏集团展台面积
很大，不仅摆出了移动机器人、机器手臂
等高科技展品，更有贴满整整一面墙的卡

通公仔，
从远处看上去很显眼。
这些富有创意的“小心思”只是服贸
展区的一小部分。不管是互动屏幕、机器
人导览，还是货轮、飞机模型，每一个展商
都有自己独具匠心的高招。
进博会期间，面积达到 3 万平方米的
服贸展区分为金融、物流、咨询、检验检
测、文化旅游五大板块，吸引超过 250 家展
商参展，其中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就有 50 多家。
参展商费尽心思设计展台，
当然是希望
在进博会上发布的新产品、
新技术和新服务
中脱颖而出。他们看到中国经济升级给服
贸领域带来的新机遇，
希望通过进博会这一
国际公共平台结识新客户、
寻找新机遇，
扩
大市场份额，
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进博会展厅将于 5 日正式开门迎客，
服贸展区将带来别样精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