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博会就像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每个

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道菜。从商品

到服务，从文化到理念，每个人都在进博会的

四叶草中行色匆匆。

11月6日，是第二届进博会的第二天，也

是活动、签约、观展最为集中的一天。进馆人

数、签约金额的数据不断翻新，以小时、分钟

为单位，瞬息万变。

9时，徐丽娜正在最后准备一会儿签约仪

式上自己的发言稿。她的职务是物美集团副

总裁，今天物美准备签下2000万美元的牛奶

订单，这些牛奶分别来自新西兰和波兰。其中

来自新西兰的纽仕兰牛奶过去一年仅仅在物

美系统内就卖出了216万升，可以装满100个

标准集装箱，可见消费者对进口牛奶的喜爱

程度。

10时，几位身穿大褂、头戴瓜皮帽的“铜

人”登上舞台，在北京宣传片的映衬下表演

“震感舞”，揭开了北京主题活动的序幕。与

活动开场表演的轻松气氛不同，北京团的工

作人员已经为这场“秀”准备了将近一年。“第

二届进博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从首届进博

会结束那天就开始了。”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

孙尧说。

半个小时后，北京团交上了一份价值63亿

元人民币的进口成交答卷，作为自己在本届进

博会上的“开场秀”。北京企业在电子设备、药

品采购、保险及环保服务等多个领域的10个采

购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其中包括京东集团与

惠普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国美零售与三

星中国签订的家电产品采购协议等。

11时，结束了集中签约的国美零售副总

裁程琳和郑文鹤在聊天，如果不是因为道别

时的鞠躬礼，光听郑文鹤说话，绝对看不出他

是韩国人，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消费电子彩电

营业部长。此次国美与三星签订的一年期50

亿元采购订单中，包含了大尺寸电视、多开门

冰箱、大容量洗衣机等商品，这里当然有郑文

鹤的一份功劳。

签约对程琳而言，只是进博会日程的一小

部分，这天下午程琳和他的团队的任务，是在

偌大的场馆中寻找国美，其实也是其面对的消

费者心仪的进口商品。“一些新奇特、高端的小

家电和嵌入式家电是我们筛选的目标。”说罢，

程琳把自己投入了进口商品的“海洋”。

这一天，每个人似乎都在赶场。

14时，菜百公司总经理王春利还没顾上

吃午饭。这个40年前的菜百售货员如今已是

菜百公司的掌门人，在场馆中举行的签约仪

式上，王春利花了1亿美元，只是她和徐丽娜、

程琳不一样，购买的不是商品，而是服务。

半小时后，菜百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约定在合作意向

书签署后的一年内，渣打银行为菜百公司提

供黄金等贵金属租赁和套期保值相关金融产

品服务，总量预计达2吨黄金约1亿美元。“套

期保值”即为贵金属交易购买的对冲金融服

务，以降低贵金属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

15时，王春利终于吃上午饭的时候，李猛

在琢磨着明年将和哪些欧洲酒庄合作。他是

B2B跨境进口网站挖酒网的CEO，在北京市

和东城区商务局的帮助和见证下，他刚刚与

来自西班牙歌萄源集团、西班牙毕克拉酒庄、

西班牙爱百德集团、保加利亚VPBRANDS集

团、法国DTF精品酒业、澳大利亚太平洋酒业

的酒庄代表签署了价值5000万元的采购协

议。“中国人年均消费红酒的水平目前还不足

全球平均水平的1/3，未来必将还有更多不同

风格、产地、档次的红酒进入中国市场。”

21时，“四叶草”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疲

惫的人们清点着手机里一天行走的步数，也

清点着一天的收获。外滩华灯初上，安静地等

待着下一个黎明。

北京团的12小时结束了，回顾这一天，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11月4日的进博会欢迎晚宴

上所说：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

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

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岩）11月6日，记者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获悉，仅在当日上午举行

的北京主题活动期间，北京企业涉及电子设

备、药品采购、保险及环保服务等多个领域的

10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额达到63亿

元人民币。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尧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在进博会期间，北京代表团还将有

更多相关项目陆续签约。北京市自2019年初

开始，即开展积极推进第二届进博会的组织

筹备工作，成立了由王红副市长任团长的第

二届进博会北京交易团，交易团共有21个交

易分团，来自3107家企业的10828人注册参

会，分别比去年增长了41%和81%。”

本次北京主题活动以“共享北京开放新

机遇”为主题，重点围绕北京市服务业新一轮

扩大开放政策举措、发展成效，冬奥筹备进展

及我市特色发展区域朝阳区、海淀区、自贸试

验区大兴机场片区、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等

开展推介，并组织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北京市副市长王

红、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马耳他外交

与贸易促进部部长卡梅隆·阿贝拉等出席并

致辞，来自上海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网点联

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3家国际组织的

代表，德国、法国、日本等14个国家、29家政府

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ABB、拜耳、罗氏、

拉法基、普华永道、理光、佳能、SMC、瑞惠银

行等20余家跨国公司代表等共计200人参会。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第二届进博会渐成消费盛宴，3000
多家企业乘兴而来， 规模和品质均超过
首届。

展会上， 全球的好东西麋集于此，无
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黑科技还是奢侈
品、 传统的衣食住行还是新兴的医美健
康，让人眼界大开。

中国人均GDP即将越过一万美元，
进博会此时厚积薄发，并不是偶然。这些
年， 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消费分层和消
费升级，言必称4亿中产，他们有意愿和
有能力追求质高价优的商品和服务，在
内体现为新零售，在外表现为“爆买”。中
国市场的这种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规模
产生的巨大外溢，为全世界感知，并争相
“淘金”。

需求就是无形之手，供给自会用脚投
票。进博会才第二年，就已经在全球形成
影响力， 总统总理纷纷前来站台推介，企
业更是热情似火，投入其中。

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出口是“明星”，

世界工厂是“人设”，赚外汇是不言而喻的
朴实道理。而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进口
将是高频词汇，与之相连的是消费、创新、
服务和转型。

现代经济是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在
全球进行产业链分工，每个国家都是在拼
图，锻炼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这么说，出
口是集纳禀赋资源优势，进口则是倒逼经
济转型。

扩大进口将促成国内经济结构的量
变，直至质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中等
收入向中高端收入过渡的经济体，出口导
向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渐行渐远，进口
导向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方兴未艾。因
为进口不仅仅是引进商品和服务，同时也
是因应消费为王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商业
模式和微观治理。

从本届进博会的展品便可管窥，低
端商品难觅其踪， 高端产品大行其道，
大出风头的是医疗健康、 精密仪器、智
能装备、创意设计以及支撑高质量生活

的特色优质产品。 进口产品热销， 就会
自动形成进口替代的产业竞争， 就会推
动国内企业去学习、 发展和青出于蓝。
在某种程度上， 进口扮演着需求发现者
的角色。 在不间断的水涨船高之下，我
们的经济才会悄然转型， 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

进博会之后，“双11”接踵而至，这两
个支点，足以说明消费在我们经济中越来
越重要的位置。消费，说易也易，说难也
难。消费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弹性，购物更
加便捷、新的消费业态出现了、更吸引人
的消费产品推出， 都将提升消费的潜力。
另一方面，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一直稳定有效。

发展是硬道理， 高质量发展是新道
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是要落在消费身上的。因此，坚定对外
开放，坚定扩大进口，是我们在正确的时
间，做正确的事情。

发展之道，也是花钱之道。

花钱之道
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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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北京团签约63亿 多领域“拆墙”“拉手”
中国更高水平开放步履不停

鲶鱼+肉类 产品贸易新进展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一年多来反反复

复的中美经贸磋商近期也出现回寰。近日中

美双方牵头人在通话中确认就美方进口中

国自产熟制禽肉、鲶鱼产品监管体系等效以

及中方解除美国禽肉对华出口禁令、应用肉

类产品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等达成共识。

11月6日，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表

示，11月5日，美国《联邦纪事》公布了中国

鲶鱼输美的最终规则，确认中国鲶鱼监管

体系与美国等效。中国是全世界仅有的3个

被列为有资格继续向美国出口鲶鱼的国家

之一。此前，中国输美鲶鱼监管体系已顺利

通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的文件审

核和现场验证。

据了解，美国是我国鲶鱼产品第一大

出口市场，占我国鲶鱼出口总量的90%以

上，此次美国确认我国输美鲶鱼产品监管

体系等效，将对我国输美水产品贸易产生

积极影响。

同日，中国外交部还确认，同意恢复进

口加拿大牛肉和猪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强调，在肉类产品输华问题上，加方能够做

到有错就改，中方对此予以肯定。

今年6月，因为发现加拿大输华肉产品

的卫生证书签发系统存在明显漏洞，无法

确保加拿大输华肉产品的安全，中方要求

加方自6月25日起自主暂停签发输华肉产

品卫生证书，并对事件开展全面的调查和

整改。

“近期，加方提出了关于证书签发和传

递的整改行动计划，中方评估之后认为，加

方整改行动计划基本符合保证安全的要

求，同意恢复接受加政府直管部门签发的

输华肉产品卫生证书。我们希望加方切实

履行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确保输华肉产

品安全，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耿爽透露。

40亿 15年来首发欧元主权债券

如果说中美经贸摩擦为经济发展增加

了不确定性，那么中欧经贸合作则成为了

稳定之锚。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中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8.6%，达到

3.57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6%。商

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

示，中国与欧盟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支撑中

国外贸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柱。

近日召开的中法经济峰会则为中欧合

作再添新的机遇。《中法关系行动计划》提

到，双方鼓励两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支

持各自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到对方国家

展业。

据财政部消息，当地时间11月5日，中

方在法国首都巴黎成功定价发行40亿欧元

主权债券。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方第一次

发行欧元主权债券，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单

次发行的最大规模外币主权债券。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张宇燕认为，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向国际

市场特别是欧洲投资者传递出一个清晰

信号，即中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

会停歇，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同时，这

也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又

一体现。

10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

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

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协议有效期

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目前包括欧盟

在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同中

国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行列，而这对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RCEP区域合作升级

几乎同时，经历了七年的谈判，世界上

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化、发展潜力最

大的自贸区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日

前结束的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发表联

合声明指出，15个成员国已经结束了全部

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

市场准入谈判。

“原来东盟10个国家和其他5个国家分

别签了协定，这么多的协定，原产地规则、

投资开放规则、服务贸易规则都不一样，像

‘意大利面条’一样裹在一起。现在RCEP有

一个集体的升级，形成统一的规则，这对本

区域内的工商界和进出口企业都有极大的

便利。”在11月6日举行的吹风会上，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如是

介绍RCEP协定。

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波

表示，一旦RCEP正式签署，各成员国可以

采用更为便利的原产地规则，为企业创造

更好的投资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振区域

经济，还将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起到一

定示范性作用。

据王受文介绍，RCEP协定是对现有

的各个“10+1”自贸协定集体的升级，有助

于构建本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对本

区域内的商品流动、技术流动、服务流

动、资本流动，包括人员跨境流动都会有

非常大的好处。同时，对区域外的投资者

来说，进入一个国家，就意味着进入到整

个区域的国家，发展的市场和空间都会大

大增长，所以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区域外的

投资。

据了解，RCEP协定的20个章节，包括

自贸协定基本的特征，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准入以及相应的规则。在货物贸易

方面，RCEP范围内的开放水平达到90%以

上，比WTO各国的开放水平要高得多。

“它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这主

要体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

领域方面都实现了利益平衡。特别是，这个

协定里还纳入了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规

定，给予了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最不发达

国家一些过渡期的安排，包括为这些成员

提供更有利的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

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王受文指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

北京团·四叶草·十二小时

【进博会特写】

11月6日上午举行的北京主题活动期间，北京企业涉及电子设备、药品采购、保险及环保服务等多个领域的
10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额达到63亿元人民币。

来自西班牙的蓝鳍金枪鱼现场“解体”、纪娜梵“为戴安娜王

妃设计的最后一双”金钻平底鞋全场闪耀、全球最细最短胰岛素

注射针头首秀……“年年办下去，越办越好”的进博会正吸引着全

球3000多家企业、50余万买家乘兴而来。

全球参展商汇聚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为中国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完美注脚。而在“四叶草”之外， 11月6日，中国确认恢复加

拿大肉类进口，与此同时，中国鲶鱼监管体系确认与美国等效，与

北美市场的贸易往来迎来利好； 同日，40亿欧元中国主权债券在

法国巴黎成功发行，金融开放再进一步；再加上近期取得实质性

进展的RCEP谈判， 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

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持续推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