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博会为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空间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搭建中国与世界文化互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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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下午，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上海）召开了2019年底三项重点工作新

闻通气会。会上透露，将陆续推出三场

文化“大秀”，包括中国文旅产品国际营

销年会——文化和旅游消费国际合作论

坛、国际文化授权交易主题馆，以及中波

文化贸易促进系列活动。其中，中国文

旅产品国际营销年会作为第二届进博会

现场配套活动之一，备受瞩目。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文旅

产品国际营销年会将聚焦文旅消费趋势

分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夜间经济

等话题，邀请到中国旅游研究院、皇家加

勒比游轮、万豪国际集团、美团点评、咪

咕文化科技等专业机构的负责人作主旨

演讲，分享文化与旅游跨界合作推动文

旅消费的新模式、新技术、新案例、新方

向。

进博会的交流不仅仅体现在展品和

技术上，还体现在文化互融上。国家对

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总经理任龙表

示，来自中国、日本、阿塞拜疆、伊朗、南

非、丹麦、瑞典等各国的文旅产业专业机

构、企业、行业组织及相关业界专业人士

都将到场，在中国文旅产品国际营销年

会上，分享成功经验与国际通行做法，实

现中国与海外机构在文化和旅游领域上

的互相促进。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已

成为全国文化贸易促进与发展的重要

公共服务平台。最新数据统计显示，国

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集聚了

1300多家文化及相关行业的企业，吸引

投资超过 470 亿元，年贸易规模超过

350亿元。

据了解，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

海）作为首届进博会首批“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

在进博会会期之后，一直持续助力全球

优质商品、先进服务和技术进入中国市

场，并不断延伸与拓展文化产业的价值

链，构建面向国际国内文化要素市场。

任龙介绍，基地计划在 2020年 1月

组织优秀的文化企业走进波兰，将以一

系列别开生面的活动来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中文化贸易、产业促进等相关工作，

包括“中国城市文化会客厅展览”“中波

原创故事汇暨商洽会”“中波文旅创新项

目推介暨商洽”“文化作品闪演”等内容。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运

营机构董事长任义彪表示，基地将致

力于成为规模更强、辐射更广、功能更

全、影响更大的文化贸易综合公共服

务平台。

■本报记者 王延

进博会的汽车展区能看到什么？

行业龙头企业、最新款的汽车，这些都

有。但相比传统的单类汽车展会，进博

会的汽车展区能从这里看到过去、看到

现在、看到未来。

第二届进博会汽车展区负责人童

敏祺昨日透露，本届进博会汽车展区将

聚焦汽车行业热点，汽车展品比上届数

量更多、看点也更多。展会期间，汽车

展区的特装展台比例达到 99.3%，展出

的实车数量将达到 140多辆，数量比首

届进博会增加 5%-10%。

记者了解到，第二届进博会上，汽

车展区主要位于国家会展中心的 2.1
馆，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60家左右的

企业参展。大众、宝马、奔驰、通用、丰

田、现代起亚、特斯拉、沃尔沃等 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均会在展会亮相，博

世、爱信、电装等一批知名汽配企业也

会前来参展。

童敏祺介绍，汽车展区汇聚了众多

今年首发新款量产车，古董车、氢燃料

电池车、自动驾驶汽车、飞行汽车等。

参展企业将会首发 70多项新产品和新

技术，诠释他们对汽车与环保、汽车与

智能、汽车与未来生活的理解。

比如丰田和本田将带来行业瞩目

的氢燃料车；奔驰将会展示旗下自动

牵引车；通用汽车将展出百公里加速

低于 3 秒的跑车，其发动机座支架的

创新型材料是中国研发中心研发的；

去年吸引众多观众眼球的“会飞的汽

车”今年也将继续升级换装进行展

出。

除了新品和面向未来的概念车，一

些古董车也将亮相。美国古董车经销

公司 Bund on the Boulevard 精心挑选

了 5款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来中国展示，

包括一款 103岁的老爷车，曾是多场拉

力赛的冠军车辆，当时被誉为终极跑

车。

童敏祺还透露，进博会还将成为企

业对外展示整体形象的良好平台。其

中，大众集团旗下 5个品牌去年分别独

立参加了进博会，今年则有大众、奥迪、

保时捷三个品牌“抱团”参展，且展出的

车型均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系大众集团

出展经历中的首次。

韩国现代汽车将全面展示其未来

布局，旗下起亚汽车将首次向世界展

示全新电动化战略的概念车型，旗下

豪华车子品牌Genesis刚刚确定其中国

市场的名称为“捷尼赛思”，将携该品

牌新款概念车在进博会上首次和观众

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汽车展区还首

次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北广场设立

户外展示空间，将举办汽车创新技术和

自动驾驶的体验活动。

不过，为了保证良好的观众体验，

今年进博会的自动驾驶体验主要面对

专业观众发出定向邀请，现场仅向排队

观众发放部分体验券进行体验，每天现

场体验的限额为8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日凌晨3
时 02分，随着韩亚航空OZ987航班缓

缓降落上航浦东机场进驻东航物流东

区货站，第二届届进博会“网红”展品

——第二代“会飞的汽车”顺利抵达上

海。此次参展汽车在斯洛伐克生产线

上全新打造，将以崭新面貌亮相本届进

博会，东航物流为这台“会飞的汽车”提

供精心的地面装卸和相关保障工作。

“会飞的汽车”在首届进博会汽车

展区是最受关注的“明星展品”之一，兼

具汽车和飞机的双重功能。该汽车两

侧有机翼，能够在短时间内从汽车模式

“展翼”切换为飞行模式。本届进博会

上展示的将是这款汽车的二代产品。

据了解，此次东航旗下的东航物

流在接到客户信息后，专门成立了保

障小组，启用进博货物绿色通道，开辟

独立操作环境，从文件接收、货物交

接、货物理货以及后续存放环节都做

了详细的保障方案，监控、专人巡查等

方式确保货物提离前的安全性，事先

提前预约专用避震车辆，以确保货物在

派送途中的绝对安全，指派专人跟车完

成派送工作，将货物交付点延伸到代理

人监管场所，以确保整个操作过程的万

无一失。驳运、理货、交付各环节多部

门通力合作，确保了展品运输全链条

无缝衔接，体现了东航物流高端物流解

决方案的快速、精准、高效。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全球物流行

业巨头 DHL 日前宣布，将在第二届进博

会上展示其绿色创新的物流解决方案。

DHL的展台位于进博会服务贸易展

区。DHL方面介绍，将在其展台中央展示

一架用于DHL国内首条城市无人机配送

航线的全自动智能无人机模型。这款由人

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智能无人机物流解决方

案，目前已在广东省东莞市 8公里定制递

送路线上应用。与公路运输相比，该方案

可将单程派送时间从 40分钟缩短至 8分

钟，降低运营成本达80%，同时以低能耗带

来更高的环境效益。

此外，DHL展台上将架设一面精心打

造的互动墙，向观众介绍近十年来其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自 2008 年起，

DHL就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提

供多式联运服务。

DHL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黄国哲表示：“进博会是推动中国与各国

开展经贸合作、促进各方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平台，对重塑国际贸易格局以

及福及全球市场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我们坚信物流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力量，而绿色创新技术定将引领物流

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展台上还将专设展示

区，介绍DHL打造绿色创新物流的前瞻举

措。DHL的母公司德国邮政敦豪集团承

诺到 2050 年实现零排放绿色物流，并在

2025年前，通过采用清洁能源运输方式的

绿色方案，完成70%取派件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2019年是5G商

用元年，中国5G的发展与部署在全球处于

领先位置。作为去年最早确认参加首届进

博会的跨国高科技企业之一，高通近日宣

布，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重点展示在5G技

术上的领先科技成果、5G试商用以来与中

国伙伴取得的重要合作成果，大力支持中国

5G商用部署。

相关机构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开通

5G基站将超过 13万个。同时，中国的 5G
手机预约服务用户数就达到了千万级别，

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在全球市场上，5G设

备及终端厂商中有超过一半是中国厂

家。中国拥有庞大的 5G产业链，对全球

的 5G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和领

导力，中国力量正在加速全球 5G商用进

程。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表示，移动通

信产业本质上是全球化的产业，而且随着

5G商用落地，越来越多的其他产业公司也

加入到移动通信生态系统中。高通希望

与中国众多的合作伙伴并肩走向全球市

场。

据悉，在中国 5G发展和部署的过程

中，高通已与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中兴、

华为、大唐积极进行 5G互操作测试。记

者了解到，展会期间，高通将展出“5G领航

计划”合作伙伴发布的 5G商用手机，包括

中兴、小米等品牌，为参观者带来 5G尝鲜

体验。

此外，高通将携手联想、三星等合作

伙伴展出基于支持“始终连接”的全新笔

记本电脑产品。该 5G全连接笔记本电脑

可实现随时随地访问云。

从古董车到飞行汽车 汽车展区看尽过去和未来

第二代“会飞的汽车”运抵上海

DHL将在进博会展示
绿色物流解决方案

高通将携最新5G
技术再次亮相进博会

在首届进博会上备受关注的“会飞的汽车”。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资料图）

■本报记者 王延

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参展

数量翻了一番，首发新品、新技术的数量

也将翻一番，第二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展区还未开展，已经吊足观众和采

购商们的胃口。这是记者昨日从进博会

医疗展区负责人吴珺了解到的信息。

“全球医药企业 30强，来了 20多家，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大药企都来了。”吴珺

说。

事实上，医疗展区是第二届进博会中

最早完成招商工作的展区，今年1月31日
7.1馆就已经招满了，这距离首届进博会

结束不过短短2个多月，比6月30日的截

止日足足提前了近半年。随后，主办方又

在 7.2馆拓展了半个馆，用以今年新增养

老板块的展出，整体展区面积增加到 4.5
万平方米，也在3月份就完成招展工作。

而据透露，为了提前锁定好的展台位

置和面积，多家企业在第二届展会还未开

展前，已经提前签下明年第三届进博会的

意向合同。更有甚者，明年将迎来品牌诞

生100周年的日本泰尔茂株式会社，已经

“先下手为强”，跟进博局做出了“签约第

四届进博会”的约定。

在吴珺看来，去年美敦力展示的世界

上最小的心脏起搏器引起轰动效应，对其

他医疗展商来说是一个“强心针”。首届

进博会上，美敦力无导线心脏起搏器

（Micra）刚一亮相，就引起各方关注，该款

产品完成上市前临床试验后，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已于今年6月正式

获得批准在国内上市。

在美敦力的带动下，第二届进博会医

疗展商对进博会的参展热情更加高涨，各

种世界首发、亚洲首发产品和技术都将接

踵而至。

首届进博会上有全球最小的心脏起

搏器，今年展会则有全球最细、最短的胰

岛素注射针头，该针头的制造商正是上述

提到的日本泰尔茂。据悉，该“纳诺斯

（Nanopass）”系列胰岛素注射针头的外直

径只有0.18毫米，能有效帮助糖尿病患者

缓解在自我注射过程中的疼痛和不适。

波士顿科学则带来了Sentinel脑保护

系统，这一系统在2019年荣获有着“医药

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最佳医疗科

技”提名，其栓塞保护装置可以有效减少

中风的发生，该产品尚未在中国上市。美

敦力在去年高起点上继续寻求亮眼表现，

今年将展示目前全球领先的专业智能脊

柱机器人系统，可以为骨科医生提供精确

的手术入路引导，以实现手术目标。

“根据我们前期收集的信息，保守估

计将有200多个医疗领域新产品、新技术

在进博会上首发，包括全球首发、亚洲首

发和中国首发。等到进博会正式开幕，企

业公开更多的展品信息，相信这个数字应

该只多不少。”吴珺说。

200多个新产品新技术首发 医疗区吊尽采购商胃口

DHL在本届进博会上的展台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