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品陆续揭开神秘面纱 品类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来进博会寻好吃的、好看的、酷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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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专业服务业公司，德勤

如何看待进博会这一平台？对海外企

业（含外资企业）蕴藏着怎样的机遇？

刘明华：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

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全球买、

全球卖”搭建了新平台，为全球自由贸

易和世界开放型经济增添了新注脚。

全球财富 500 强超过 60%以上的

企业都是参展商，对参展商来说，进博

会毫无疑问是不可多得的商机。首届

进博会后，“进博效应”逐渐显现，一方

面，很多展品逐步落地成为商品，进入

千万中国居民家中，为国内消费升级

提供优质供给，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众多海外企业获

得了一条高效便捷的来华贸易新通

路，拓宽了销售渠道。

记者：德勤作为一家参展商，您希

望在第二届进博会上获得什么成果？

刘明华：在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持续打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背景

下，企业对专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一部分已具备全球化思维的中国企业，

更加关注管理模式、运营方式、治理结

构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走进

来，寻求更有潜力的市场以及有能力的

合作伙伴，在这一超级链接的时代，客

户需要由专门解决各种难题的专业服

务机构专家组成生态圈，制定最佳方案

帮助他们应对各种复杂挑战，这是德勤

的专长，也是德勤的机会。

进博会是国际贸易的开放性合作

平台，聚集全球优秀的企业、聚焦前沿

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

企业看到德勤的创新服务能力，德勤也

致力于联结全球众多创新公司，秉承

“共同发展、共享未来”的理念共创可持

续价值。

记者：作为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专

业服务机构，德勤可以说是中国经济飞

速发展的见证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服务

贸易的发展？

刘明华：德勤自 1917 年进入中国

市场，作为专业服务机构已有百年历

史，见证了中国在各领域的飞速发

展。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

积极加强与他国互联互通，致力于推

动全球创新、增进对话、支持贸易开放

和科技交流，已成为服务贸易进出口

大国。德勤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创新发

展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消费升级、数字

化转型、绿色金融、人工智能等都是新

兴词汇，在中国肥沃的市场中萌芽、生

根、发展。

记者：德勤连续五年作为浦东总部

经济十大经典样本评选的专家评委，在

您看来，首届进博会以来，上海的营商

环境有何变化？

刘明华：上海大力推进的“一网通

办”改革，是非常值得全国借鉴的成功经

验。“一网通办”是上海优化营商环境、便

利企业和群众的重要抓手。德勤有一项

服务是为营商环境做评估，通过与企业、

政府做访谈，发挥德勤全球最大第三方

专业服务机构的优势，提供智力支持，助

力上海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公司，德

勤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企业

走出去以及外资企业引进来的过程中，

也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

第二届进博会即将开幕，专业服务机构德勤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围

绕智慧城市、智能出行、网络安全、新兴技术、未来工作模式等热点话题，

展示40余项创新解决方案，呈现德勤的专业服务能力。近日，德勤中国

创新主管合伙人刘明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表示，众多海外企业通过

进博会获得了一条高效便捷的来华贸易新通路，拓宽了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张淑贤

进博会为外企来华贸易
搭建了高效便捷新通路
——专访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人刘明华

访谈

刘明华

“最美护理员”20人

冯新娟（周浦镇长乐养护院）

柴树芬（沪东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陈智荣（高东镇第一养老院）

向清（潍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严雪华（泥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顾菊红（惠南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顾爱明（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

傅玉华（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张小花（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桥分中心）

董家平（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连珍（高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胜华（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周正娟（上海佳家乐养老院）

刘婷静（浦兴敬老院）

杨菊珍（川沙新镇德川养护院）

贺艳（世博家园养老院）

顾美丽（金桥镇申江养护院）

袁克红（南风养老院）

张月红（浦惠明川养护院）

舒艳（三林镇常青养老院）

“最美敬老个人”20人

闫雪莲 金友福 林梅秀 周龙弟 闵忠祥

隋 强 严发祥 闵洪华 潘秀红 王美丽

章邵琪 周 华 张金霞 张天宇 陈秀华

周国琴 薛根娣 徐玉芳 任嫣华 赵 萍

“最美敬老家庭”10户

黄建英、黄友明 刘 芹 丁和平 张 萍

杨卫娟 姚引仙 施翠娣 迟 静 丁霄燕

崔淑琴

“最美孝老为老团队”5个

航头镇东升家园社区“老娘舅”调解队

书院镇中久村“久之缘”睦邻互助团队

上钢集贸市场“邻里亲”送菜上门志愿小分队

南码头社区为老服务一体化中心青年团队

浦东新区长护险评估团队

“最美助老爱老单位”5个

上海缘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团星铁合金厂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20192019年第八届年第八届““孝动浦东孝动浦东””主题活动主题活动
最美护理员最美护理员、、个人个人、、家庭家庭、、团队团队、、单位典型名单单位典型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0月28日，首批36公斤印度尼西亚
菠萝抵运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经现场
查验合格后快速放行，这些菠萝将在进博
会展台上完成在中国的首次亮相。

印尼菠萝目前尚未获得中国检疫准入
许可，因此还不在我国新鲜水果的准入名
单内。此次入境系海关总署授权上海海关
特许审批才得以进入中国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此前印尼菠萝仅可以罐头方式出口至
中国。

图为浦东机场海关为本届进博会首批

特许审批水果印尼菠萝进境提供通关便

利。

□本报记者 王延 文 上海海关 供图

这批亮相进博会的
印尼菠萝很特殊

■本报记者 王延

昨日，第二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品质生活展区、科技生活展区这三个展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各自展区的亮点。记

者了解到，在本届进博会上，无论是“吃

货”，是爱美人士，还是科技新品的弄潮儿，

都能在展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主场”。

“吃”在进博会

为吃货们准备的活动一场
接一场

首届进博会上，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

日本酱油冰淇淋、新西兰乳制品成为网红展

品，引发排队试吃热潮。第二届进博会，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试吃的品类将进一步扩大。

展区负责人应健介绍，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的参展国别数最多、参展企业数最多，

届时将有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817家企业

参展；同时展区也是七大展区中展览面积

最大的，由上届的 6万平方米增加至本届

的7.5万平方米。

展会期间，一批让“吃货”两眼放光的活

动将在展馆内上演。

乐斯福展台将会举办被称为烘焙奥林

匹克的世界顶级烘焙比赛，将有来自6个国

家代表队的国家顶尖专业烘焙团队参赛，并

邀请世界著名烘焙大师作为裁判参加比赛

并现场表演。参展观众可以到现场看到世

界最顶级的烘焙技术并感受面包文化，更可

以品尝大师亲手制作的西点和面包。

在金枪鱼家族里，蓝鳍金枪鱼是最珍

贵的品种，一般用于拍卖，售价还经常按克

计算。今年，来自西班牙的阿尔博公司将

和麦德龙集团计划在 11月 6日举行“开鱼

仪式”——两尾各 600斤左右的蓝鳍金枪

鱼将会现场开鱼，并提供试吃。届时，阿尔

博公司整个金枪鱼家族都会登台亮相，包

括马苏金枪鱼、大目金枪鱼、黄鳍金枪鱼、

长鳍金枪鱼、鲣鱼和剑旗鱼。

此外，拉菲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将授权

法国保乐力加集团参展，并且在展台展示

波尔多红葡萄酒，产品还将在现场提供免

费品尝。

“美”在进博会

定制化美容产品实现精准
护肤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隔壁的品质生活展

区也是不容错过的。首届进博会上，该展

区的人流高峰值是15万人次，成为最早限

流的展区。今年，这里有众多美妆新产品、

新技术将在现场首发，还有众多奢侈品品

牌，也将集体亮相。

展区负责人高萍说，品质生活展区的

前身是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去年

展示面积为 4万平方米，今年展区进行升

级后展览面积达到6.3万平方米，分为美妆

及日化用品、家具及家居用品、服装及服饰

配件、母婴及儿童用品、时尚消费品、钻石

与宝石六大主题板块。

届时，来自 87个国家及地区的 830余

家展商将携各自展品参展，其中包括30余

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针对个人的“定制化”是展区的关键

词。记者了解到，花王集团首次将人工皮

肤用在了美容行业，仪器在计算出人脸数

据后可以把人工面部皮肤纤维喷在脸上，

凝固后可在脸上形成薄膜，兼具透气性和

可塑性。使用者进行化妆时相当于在薄膜

上化妆，卸妆时无需使用卸妆油，只需直接

将薄膜撕掉即可，堪称“画皮”。

宝洁公司则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全球首

秀Opte精准护肤系统的量产机，它被网友

称为“AI 素颜仪”。这款美容仪通过每秒

钟200次拍照，精准定位斑点位置，并评估

斑点大小、颜色深浅，然后将美容液精准喷

在皮肤上遮瑕淡斑，使得皮肤极具光泽。

至于有哪些奢侈品品牌将在展会亮

相，高萍卖了一个关子，“每一家展台都值

得好好看看。”根据此前公开的信息，全球

第一大和第二大高端消费品集团路威酩轩

和开云都将首次亮相该馆。其中，路威酩

轩集团旗下的路易威登、迪奥、宝格丽、轩

尼诗等品牌预计将齐齐登场。

“享”在进博会

呈现更具科技含量的生活
图景

科技生活展区又将带来哪些新鲜产品

呢？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垃圾分类、空气清

洁、智慧家居、智能家电、服务机器人、在线

娱乐、可穿戴设备、数码影音等一系列的高

新技术，都将成为这个展区的亮点。

该展区负责人卢鹏表示，科技生活展

区，由首届展会的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升级

而来，是国内参观者接触全球科技产品的窗

口，展品也从原有的消费电子领域扩展到了

贴近民生的各个领域。

据悉，本届进博会科技生活展区展览

面积共3万平方米，拟以“科技，改变生活”

为主题，汇聚 22个国家和地区 160多家参

展企业。展区结合人民健康需求和对美好

生活向往，分为家电、消费电子、支持技术

与解决方案、综合电子等区域。本届进博

会还增设了AR&VR专区，将带来更加酷

炫的现场展示方式。

去年大热的意大利咖啡机知名品牌德

龙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带来全新的双豆槽全

自动咖啡机，一次性可制作两杯牛奶咖啡，

还可以联接App进行操作；日本松下电器

将展示未来家的理想模样：早上站在洗漱

台前，人们能看到镜子中显示着自己的睡

眠和健康情况，看到提醒适合当天的健身

活动及饮食搭配；高通将展出“5G领航计

划”合作伙伴发布的 5G商用手机，包括努

比亚、一加、OPPO、vivo、三星、小米、中兴

等品牌，为参观者带来5G尝鲜体验。

这些展品，将为观众呈现一个更新鲜、

更具科技含量的未来生活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