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参展商已达成第三届甚至第四届进博会参展意向

137家首届进博会参展商在浦东新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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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什么勃林格殷格翰决定

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高齐飞：近年来，中国不管是其市

场发展潜力，还是相关的政策法规方

面，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特别是跟我

们业务相关的医疗行业，中国政府采

取了非常多的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

施。进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

我们有机会向中国及全球的公众去展

示能够为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提供什

么样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在本届进博会上，我们会有400平

方米的大展台，将把我们各个业务领

域的亮点全部展示出来，涵盖了人用

药品、动物保健、生物制药、康复四大

领域。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在

同一个展会上展示我们所有领域的发

展成绩。

我们展台的主题主要围绕创新。

为什么选择创新呢？是因为现在中国

政府在鼓励创新，这和我们公司“创新

展现价值”的价值观吻合。

记者：在本届进博会上，勃林格殷

格翰会带来哪些新的产品和技术？是

否会有新产品在进博会上首发？

高齐飞：虽然我们在进博会上没

有新产品上市，但是我们会利用进博

会契机首次发布多个创新解决方案，

“卒中全病程解决方案”就是其中之

一。这是一个针对脑中风疾病的解决

方案。

我们带到进博会的另一个亮点跟

动物健康相关，称作“整合动物健康管

理”。它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如运

用大数据分析等，实现全面的动物健

康管理，以提高养殖效率。

另外，我们还将展示在新药研发

领域的成就，如“跨边界研究”主要是

通过跟外部学术机构合作，从事新药

的早期研究，以及创新性的临床研究，

希望把国际先进的药物研发和创新临

床研究带到中国。

记者：请介绍一下勃林格殷格翰

在中国的未来投资计划，特别是在上

海的投资规划。

高齐飞：上海对于勃林格殷格翰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和市场。

我们已在上海布局了多个业务板块，

包括在浦东的工厂和生物制药基地、

动物保健研发中心和动物健康管理中

心，以及去年开业的霁达康复中心，这

些业务我们会继续加大投资。

其中位于张江的生物制药基地今

年年初已经宣布了扩产增能，并会在

此基础上继续加大投入。霁达康复中

心开业后的运营情况也非常好，我们

也有计划继续扩展这部分业务。

勃林格殷格翰进入中国快 25 年

了，我们还在不断加大投入，计划 5年

内在华新增投资 1.7亿欧元，我们对上

海和整个中国的营商环境都非常有信

心。

记者：您认为近两年中国医疗市

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高齐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监

管领域，特别是在加速药品的注册和

审批方面，有很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出

台，加快了新药在中国的审批和上市

的进程。

近两年，尤其是中国加入了人用

药品注册技术规范国际协调会（ICH）

以后，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基本上

跟欧美同步了。这种变化，对于我们

制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加快

审批外，其他的积极措施还表现在专

利保护和提高药品质量等方面。此

外，药品一致性评价的实施，不仅提高

了药品的质量，这一政策和相关的配

套措施的推进，还让更多的高质量药

品能够惠及更多患者。

最近两年，我们还启动了一个加

快新药在中国研发上市的项目，叫做

“中国纳入”。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把更

多的临床研究项目扩大到中国，把中

国患者纳入到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项

目中来，同步累积更多中国患者的循

证医学数据。现在，通过“中国纳入”

项目，我们所有全球新药的三期临床

研究项目都已经把中国患者纳入其

中。

记者：对于参展本届进博会，你们

有什么期待？

高齐飞：这次进博会是我们第一

次把所有的业务单元放在一起，作为

一个整体展示给观众，这对我们是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

通过此次进博会，我们希望向中

国政府和我们的中国客户展示我们立

足中国发展的企业战略和未来规划。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进博会平台吸

引更多行业精英人士的关注，让他们

了解我们的领先优势，加入我们或成

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非常期待参展第二届进博

会，并对这届盛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

心。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第二届进

博会开幕在即，银联国际昨日宣布，将

为进博会参展商提供便利优惠的支付

服务。境外参展商可携带当地发行的

银联卡，在中国境内无障碍使用，如携

带的卡种为人民币或支持人民币与外

币的双币种银联卡，支付即以人民币

结算，也可持有效证件，在境内任何一

家银行网点申办银联借记卡或银联信

用卡。

“随着银联卡在境外发行规模突破

1.2亿张，越来越多参展商可在中国享

受安全、便捷的银联支付服务。”银联国

际表示。

目前，境外已有 57个国家和地区

发行了银联卡，其中东北亚、东南亚、中

亚、非洲等区域的多个进博会主要参展

国已大规模发卡。

此外，部分参展商也可以使用当地

的电子钱包，在境内体验银联移动支付

服务。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的

12个国家和地区，已有 21个采用银联

技术开发或升级的电子钱包落地。这

些电子钱包用户只要绑定本地发行的

银联卡，即可在中国境内 1600万家支

持“云闪付”的商户扫码支付。今年来，

境外持卡人通过银联二维码在境内的

消费笔数同比增长8倍。

根据境外发卡行的不同优惠策略，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上海大批餐饮、住

宿、购物类商户将为境外银联卡持卡人

提供专属优惠，以餐饮为例，境外银联

卡持卡人在爱玲、翠园等知名餐厅消

费，可享高达20%的折扣。在退税商店

消费的境外游客，在上海离境时还可直

接退税到银联卡，退税额最高达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外进出口规模

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银联国际还持续扩

大银联商务卡发行范围，提升对境外跨

国企业的服务水平。

德国药企勃林格殷格翰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并把中国总部注

册在上海浦东，如今其业务已遍布全国。最新数据显示，勃林格殷格翰

（中国）的人用药品业务已进入中国跨国药企前十，动物保健业务则排名

第一。

错过首届进博会的勃林格殷格翰，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早早定下了

400平方米的大展台。在本届进博会开幕前夕，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

总裁高齐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对上海和整个中国营商环境都

非常有信心，已计划五年内在华新增投资1.7亿欧元，并对即将开幕的进

博会表示期待，对这届盛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锁定进博会大展台
计划在华新增投资1.7亿欧元
——访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高齐飞

高齐飞

访谈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国际知名

奢侈品品牌——芬迪（FEDNI）定制版葡萄

酒送抵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馆，已在进博

会文创馆内开始销售。芬迪也将参展本届

进博会新设的高端消费品展区。

该批定制版葡萄酒由位于意大利翁布利

亚产区的芬迪酒庄出品，由进博局和国家会展

中心委托定制，总计8074瓶编号联名葡萄酒，

酒瓶上均有进博局官方标志和吉祥物LOGO。

国家会展中心委托外高桥集团股份下

属公司——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作为

该款酒指定进口服务商。营运中心接到任

务时，距离进博会文创馆开幕已不足100天。

而限量版编号酒在海关申报时，如按正常流

程抽样，会破坏编号连续性。针对这一状况，

营运中心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与芬迪酒庄

展开多轮探讨，将原先的海运方案改为空运，

还联系了海关以争取最大支持，备齐了编号

外同等质量葡萄酒供抽样使用，并与物流部

门制定了周密科学的贴标方案，将印标、贴标

流程缩短到3天内。

芬迪定制版葡萄酒
在进博文创馆开售

银联国际为进博会提供便利支付服务

境外参展商可“无障碍”刷卡

■本报记者 王延

第二届进博会即将拉开帷幕，记者从

主办方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报名了明年

的第三届进博会，还有些企业已达成第四

届进博会参展意向。才举办到第二届的

进博会，为什么成为了企业争相前来的展

会，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

交易团合同完成率超过九成

在首届进博会上，一款能用手机App
操控的德龙全自动咖啡机成为消费电子

及家电展区的“明星展品”。只需手机点

一点，一杯量身定制的咖啡就做好了。如

今，这款“进博同款”咖啡机已经进入全国

80个城市的主要商圈和大型购物中心近

500个门店，让更多咖啡爱好者有了新选

择。进博会，将更多优质的生活方式带到

了我们身边。

在首届进博会上，由孟加拉国工匠纯

手工打造的黄麻工艺品首次亮相，丰富的

色彩、独特的民族风情便吸引了众多关

注，成为展会上的热销展品。进博会后，

这些漂亮又实用的黄麻工艺品不仅开启

了线上销售模式，售出超过 3000件，还入

驻高岛屋艺术空间做展示和售卖，有了更

多被了解和喜爱的机会。进博会，将更多

全世界各地新奇有趣的商品展现在大家

眼前。

在首届进博会上，美敦力展示的世界

上最小的心脏起搏器（Micra）刚一亮相即

引起轰动，良好的反馈成为展商进一步发

力中国市场的“强心剂”。据悉，该款产品

在完成上市前临床试验，并在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指导下，已于今年 6月正式获得

批准在国内上市。进博会，将更多的希望

带给了有需要的患者。

在 10月 29日商务部举行的中外媒体

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给出了

一组数据可见一斑：首届进博会签约额

578.3亿美元，从目前初步摸底情况看，大

部分交易团完成合同率都超过 90%，部分

交易团还追加了订单。一大批优势特色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中国国内消费

升级的需要。

其中，上海交易团在首届进博会期间

签署的33台大型医疗设备，已经在中国的

医院投入使用。去年展会上最小的心脏

起搏器、最大的金牛座“龙门铣”也都已经

进入了中国市场。新西兰一家乳制品企

业在 72小时之内就能把新鲜的牛奶送到

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销量比参加进博会

之前翻了36倍。

提供了高效对接合作平台

在首届进博会上，不少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以及国家展的参展商们都发现了生

鲜、水果在中国市场的商机，但是如何把

鲜活的龙虾、帝王蟹、车厘子运抵中国？

达飞集团在去年进博会上就接到了

很多客户关于冷链运输方面的问题，在总

结首届进博会参展经验的基础上，他们今

年将推出为中国食品贸易企业定制的冷

藏物流解决方案。

“这项叫作CLIMACTIVE的冷藏箱技

术，是目前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冷藏运输

解决方案。”达飞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配有大金主动气调系统 DAIKIN Active
CA的集装箱，可以快速降低氧气水平，以

确保高敏感度货物到目的港后仍保持足够

的新鲜度，并且该技术还能让产品始终保

持有机标签，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全球知名的轮胎供应商米其林也有

自己的困惑。在国外，高昂的人工服务费

用，令消费者往往会在网上购买轮胎，并

自行更换。然而这样的消费场景在中国

并不适用，企业始终享受不到中国互联网

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首届进博会上，米其林和多家专业服

务机构进行了洽谈，并和德勤一拍即合。

后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为米其林提供

了一套综合解决方案——一个涵盖汽车

终端消费品的销售平台呼之欲出。消费

者将会有一个购买汽车终端消费品的新

渠道，米其林也可以收获足够的流量，获

取更多的潜在客户。

“上述这些仅仅是我们了解到的信

息，还有很多采购、签约、合作是在展会之

后达成的。”第二届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

负责人陈文璇相信，这样的合作今年进博

会上不会少。

137家参展商在浦东新设企业

来自瑞典的医科达公司不久前收获

了一个好消息，该公司去年年底在浦东成

立的医科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被上海

市政府认证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这家

专注为全身肿瘤和脑部疾病提供放射治

疗解决方案的国际化公司，创立于 1972
年，总部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司创始

人为世界上首台伽玛刀发明者Lars Leksell
教授。

在去年首届进博会上，医科达发布

了全球首台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统Elek⁃
ta Unity 与颅脑肿瘤放射治疗系统 Lek⁃
sell Gamma Knife Icon。目前，后者在国

内已有两台投入临床使用，前者也正按

照中国相关法律政策正在进行严谨的临

床测试中。

良好的效果，让医科达公司坚定决

心，将区域总部放到上海。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非常利于他们高效整合研发、

生产、销售、市场、人力等资源，更好地服

务中国用户和市场。

渣打银行在首届进博会上累计签约

17亿美元，包括与中工美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的贵金属战略合作意向书，与巨

石集团签署的贵金属战略合作意向书。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渣打集团旗下的渣

打创投今年8月6日在浦东落地，同时成立

的还有渣打创新实验室。

渣打银行方面表示，这个平台是渣打

银行在中国内地成立的首个金融科技创

投支持平台，也将搭建银行、客户与金融

科技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上述企业的个例仅仅是进博会对于

投资和产业带动效应的缩影。来自商务

部的数据显示，在首届进博会落幕后的近

一年时间里，有 137家参展商在浦东新设

立企业；一批企业还通过引进进博会参展

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提升其产品的竞争优

势。

去年进博会上，生鲜、水果等备受关注。达飞集团今年将在进博会上推出为食品贸

易企业定制的冷藏物流解决方案，解决生鲜食品运输问题。 □本报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