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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展区扩容升级 集结“硬核重器”

“大块头”展品云集 展现各方“大智慧”
现场掠影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大家好，现在正在进博会的现场

做直播，待会儿要上架的，全都是进博

同款。”下午 3点，高丽莎准时出现在专

门搭设在展台一角的直播间里，面对架

在眼前的手机，挨个推荐起面前品牌为

“NY-O3”的南极磷虾油、深海鱼油、葡

萄籽粉等展品。

非常时期，“直播带货”成为第三届

进博会上一种全新的推介方式。在中

小企业、快消品云集的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消费品展区，这样的展示方式更为

普遍。

高丽莎所处的展台属于挪威阿克

海洋生物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南极

磷虾供应商，也是唯一一家实现从捕捞

直至作为原料生产磷虾油的整个生产

链全面控制的企业。不过，高丽莎并不

是挪威阿克海洋生物公司的员工，受疫

情影响，挪威方人员来华受限，公司在

华的最大合作伙伴——逢时科技迅速

承接起展会任务，在营销部门工作的高

丽莎自然而然成了“素人主播”。

同一时间，纽迪希亚展台正在进行

展期内规模最大的一场直播，数台专业

设备一字排开，两位直播坐在展示台前

侃侃而谈。与NY-O3不同，纽迪希亚牢

牢把握住进博会和“双11”紧密衔接的契

机，引导收看的观众为“买买买”做准备。

整个展馆，无论是联合利华、欧莱

雅、狮王等大企业，还是头一次亮相的各

国中小企业，都把“直播”变成了自己展

示的舞台，带领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接

触全球好物。实际上，直播带货的不止

有参展企业，进博会期间，头部主播李佳

琦、薇娅纷纷来到现场，让这场企业间的

大型进口贸易展会转变成了全国网友的

“种草现场”，网上线下掀起阵阵声浪。

直播带货，在本届进博会上构建起了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优势，真正实现“买全

球、卖全球、惠全球”的价值理念。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最大的龙门铣床、最重的履带推

土机、豪华游艇、高性能直升机……第

三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来自世界

各地的“大块头”展品云集，涉及各个

领域的未来装备技术“重磅”亮相。

今年技术装备展区全面“扩容升

级”，技术装备展区展览面积 7 万平方

米，含三个展馆，吸引了近 40个国家和

地区超 300 多家企业参展，世界 500 强

及 60多家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装备制造

业全产业链，重点展出高端装备、工业

产成品、材料加工及成型装备、产业机

械、工业自动化及解决方案、能源、节

能环保等题材，诸多明星展品让人目

不暇接。

展区内重量最重、体积最大的展

品，是来自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

团 总 重 86.7 吨 的 龙 门 加 工 中 心

（FOX-60），这也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首

次对外现场展示。虽是“大块头”却能

干”精细活“，最小加工精度达到 6 微

米，相当于头发丝 70 微米的十二分之

一。值得一提的是，该展品从西班牙

始发，途径新加坡、泰国、广州、深圳，

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靠上海洋山港

码头，并快速通关来到展馆，进行搭

建，目前已被国内客户“大手笔”买下。

同样飘扬过海、远道而来的，还有

柳工锐斯塔参展展品TD-25M履带式

推土机，高 3.15 米，重量达 35.56 吨，锐

斯塔推土机功率强劲和性能卓越，可

在多种地形条件下开展施工作业，是

第三届进博会的最重车辆类展品。

中联重科子公司意大利 CIFA 参

展的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打造的高端新

品 CSS3-Z1 湿喷机，该产品是世界第

一个双动力混凝土喷湿机，在无法供

应电力的户外或者隧洞电力故障的情

况下，仍可通过柴油机进行喷射作

业。喷湿臂一次可滑移 3.7米，每小时

可喷射 33.8 立方米，比同类设备施工

效率更高。

身披绿衣的约翰迪尔 8R-3004 轮

式拖拉机，堪称拖拉机中的“绿巨人”，

该拖拉机一天能犁完 75 块足球场，而

且全车配置 10 多个电脑模块、20 多套

软件，具备高度智能的自诊断功能。

此次在进博会亮相的升级版 300 马力

拖拉机是全球首发，并在中国、北美、

欧洲同步上市。

沃尔沃概念版电动轮式液压挖掘

机 EX03全球首发，创新设计后屏幕安

全功能概念。当 EX03 在公共街道上

行驶时，实时视频直播功能可以让在

后方行驶的车辆清楚地看到前方情

况，拥有一双“透视眼”，大大提高工作

的安全性。

离开陆地，水中和天上同样精彩。

曾在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今年的

电影《信条》中出现的游艇 Aquariva

Super（超级出水丽娃）驶进第三届进博

会。该款游艇问世 20 年来畅销不衰，

曾被誉为“全球最美船艇”。仅镶嵌枫

木线条的桃花心木甲板上漆就得 20道

之多，耗时 2个月。作为世界顶级游艇

设计制造及销售领域的领导者，法拉

帝集团此次还携 195 型高速巡逻艇参

展，这艘长 20 米、高 5.2 米、重 37 吨的

公务船，极速超过 55 节，续航里程 530
海里，“相当于 13小时内可从上海直航

到厦门海域，胜任海上巡逻和搜救。”

工作人员介绍。

沙特 STII 与四川滕盾合作项目、

国内最大TU水陆两栖无人机，最大航

时 12小时，最大时速 210公里，可用于

海事搜救、应急通信等方面。

在前两届进博会上连续展出进口

“大块头”直升机的莱奥纳多公司，此

次带来的AW139直升机是在浙江嘉兴

平湖生产的，它正是这家意大利企业

和上海正阳集团携手在张江长三角科

技城平湖园建设的总装生产线及交

付中心拿出的最新合作成果。

上半部分是一艘硕大的游艇，下

半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玻璃仓”，在

芬兰塔沃贸易有限公司展台，名

为“MY-12”的多功能半潜豪华游

艇全球首秀，让乘坐者可以既感受

乘坐游艇的乐趣，又能欣赏美丽的水

下景观。《海底两万里》中的美好想

象，如今，渐渐照进现实。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在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金桥集团与第一

太平戴维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委任第

一太平戴维斯成为金桥集团重要招商合

作伙伴。双方希望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携手共进，积极参与并推进金桥副中

心城市区域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朱兆荣说：“我们很高兴能与金桥集团成

为战略合作伙伴，未来，第一太平戴维斯

将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将持续服务于金

桥房地产市场，并不断深化与浦东区政

府的合作，积极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升

级。”

第一太平戴维斯是全球领先的房地

产服务商之一目前已在英国、欧洲大陆、

美洲和亚太地区设立逾600家办事处及

联营机构。第一太平戴维斯在上海拥有

超过25年的丰富的地产服务经验。

签约仪式上还展示了“金色中环”发

展带的未来规划，金桥集团将聚焦“金色

中环”发展带的三颗明珠：金桥城市副中

心、金鼎天地和上海金滩，打造新生态，

新地标，新生活，新金桥。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超大魔方、桌上足球、精致的陶瓷器

皿、世界顶级的贵腐酒……以往在进博

会上与观众见面的匈牙利“特产”，如今

来到了商业广场上，与市民面对面。

11月 6日下午，匈牙利贸易促进局

和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推出的题为

《匠心独创·匈牙利》活动在崇邦集团旗

下金桥国际商业广场举行。在启动仪

式上，匈牙利驻华大使馆 驻华大使白

思谛、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博

岚、崇邦集团总裁郑秉泽先生分别致

辞，共同开启为期四天的活动。活动集

匈牙利创新、旅游、体育外交、贸易于一

体，将为现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异国

体验。

博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对进博会都非常重

视，但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设国

家馆，而我们想展示的内容比较多。考

虑到总领事馆在浦东，平时与金桥国际

商业广场也有接触，所以就决定在这里

举办这次活动，方便展示多个主题，也能

让更多的人能参与体验。

匈牙利全国人口不足千万，却孕育

出了 1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培育出利

奥·西拉德、冯·诺伊曼、冯·卡门等核物

理、计算机和航空航天领域先驱。匈牙

利也是裴多菲、李斯特等文学和音乐巨

匠的故乡，多种文化的冲击和积淀，使得

这里出了不少世界级名人。有茜茜公

主、裴多菲、李斯特，还有大家熟悉的思

想家卢卡契、金融大鳄索罗斯等。此次

活动现场，展现匈牙利著名人士和诺贝

尔奖得主的展览，为整场活动添光溢彩。

灵感来源于多瑙河中的沙砾，匈牙

利建筑学和雕塑学教授鲁比克发明了世

界上第一个魔方。此次活动期间，正值

魔方发明40周年庆，现场除了有巨型魔

方打卡装置、吉尼斯纪录魔方展示以外，

鲁比克教授也将在匈牙利连线金桥国际

送上祝词。11月 8日，现场将邀请 45名

小朋友现场比赛，马蜂窝将全程直播。

活动期间，还有魔方互动及培训营开放

公众体验。

匈牙利也是成绩出众的体育强国，

从足球到游泳，从拳击到国际象棋，均有

不俗的成绩。作为世界公认的击剑强

国，在世锦赛历史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据介绍，近年来，匈牙利更加重视发

展创新。Teqball（台科搏）源自于匈牙

利，是在一张类似乒乓球的桌子上玩足

球，比赛规则与乒乓球类似，但没有球

拍，而是用脚、头等身体部位将球攻入对

方区域。在巨星魔方边上的Teqball，新
奇的玩法吸引了不少人。活动期间，在

现场教练的指导下，观众也能亲身参与

体验。

被誉为皇室贡酒的世界三大顶级贵

腐酒之一托卡伊Tokaji、至今仍保留传

统手工艺方法制作的国宝级品牌Her⁃
end赫伦瓷器、致力于所有年龄的专业

课程设计的猎鹰击剑俱乐部，提供全方

位欧洲旅游服务的至活旅游，以及乔山

健康科技集团、艾尔内·鲁比克的魔方、

佩诺酒业、威克酒业等品牌，将共同为金

桥国际的顾客带来匈牙利的各种物产及

文化体验。

活动期间，现场观众可以通过大屏

幕的直播，观看到连线匈牙利的实地探

访，有古城、酒庄、商店、修道院、传统之

家、健身园区、度假胜地等等。

为期4天的活动不仅是上海市民足

不出沪的上佳选择，也是与匈牙利不同

地域的精彩共享。据悉，此次《匠心独

创·匈牙利》活动正式开启金桥国际年末

系列活动，在11月-12月期间，金桥国际

将带来更多国家的不同特色活动、文化

体验，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也能感受“环

球旅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第三届进博会展期进入尾声，各

大“买手团”相继进入“买买买”模式。11
月 8日，进博会上海交易团大型零售采

购商联盟集中采购签约仪式举行。百联

集团、光明食品集团、家乐福中国、绿地

集团等 30家上海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

会员企业，分别与来自美洲、欧洲、大洋

洲、亚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及品

牌商代表进行集中签约。

据悉，此次大型采购商联盟集中签

约 38个采购合作项目，总金额达 19.23
亿元人民币。百联集团作为上海交易团

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的理事长单位，在

本次签约活动中与来自 20个国家和地

区的厂商进行了27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签约总额达10.48亿元人民币，场内采购

金额较去年同比上升超过70%。

其中，联华股份分别与新西兰、丹

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知名企业

及商贸公司签约，达成意向采购额 3.45
亿人民币，连续3年实现增长；百联股份

与欧莱雅中国签订了战略联盟采购合作

意向书，借助双方的品牌优势实施战略

布局，将更多优质护肤及美妆产品引入

中国市场；百联优安与法国拉菲集团、吉

哈伯通庄园，智利拉博斯特酒庄，以及德

国汉凯，厄瓜多尔欧玛莎，阿根廷亿倍康

膳等11家企业进行了集中签约，采购总

金额超过4亿元。

家乐福中国与纽仕兰、品渥、益海嘉

里、泰森食品、都乐等五家知名海外品牌

商达成合作，现场签约金额共计3200万

美元。记者了解到，本届进博会期间，家

乐福中国采购、合作动作不断，先后与全

球肉类生产巨头巴西 JBS集团、意大利对

外贸易委员会等开启战略合作，将以往

在餐厅中才能尝到的高端巴西肉品、更

多更好的纯正意大利商品带给消费者。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从进博

会现场了解到，高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与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庞勃特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签约。本次签约仪

式以“融合创新 智领未来——5G+AI助
跑智慧体育”为主题，展现了 5G+AI赋能

智慧体育趋势下跨界合作的重要方向。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5G+
AI正在变革众多细分领域和行业，催生

全新的应用和服务，智慧体育正是新技术

落地应用的最新领域之一。

此次三方达成合作之后，上海体育学

院与庞勃特科技将运用高通公司的技术，

在产学研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积极探索 5G+AI在专业

训练、青少年培训、全民健身、体育娱乐、

竞技比赛等方向的技术潜能，推动5G+AI
赋能智慧体育可持续发展。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表示：

“希望这次三方合作能够成为我们助力上

海智慧体育产业发展、践行跨领域创新合

作的典范。”

今年6月，高通推出全新机器人平台

RB5。作为全球首个支持5G和AI的机器

人平台，其开创性地融合了高通在 5G和

AI领域的深厚技术专长，搭载的第五代高

通人工智能引擎AI Engine，具有每秒 15
万亿次运算的强大算力，使打造具备高算

力、低功耗的机器人和无人机成为可能。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来自美国的飞机航材、来自德国

的地面特种车、来自法国的机上葡萄

酒……进博会上，多家航司开启“买买

买”模式。

在进博会上，南航在进博会上出手

超 30亿元人民币，与CFM国际公司、通

用电气发动机服务有限公司等 14家全

球航空服务领域的大型国际厂商、供应

商签署了采购协议。

今年南航采购的内容涵盖来自美

国的飞机航材，来自德国的地面特种

车，来自法国的机上葡萄酒等16项大宗

进口采购项目。

南航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进

博会的采购项目更丰富，包括新增的机

上娱乐内容集成和交互式软件等服务

贸易项目，这将更好地适应南航发展的

需要，同时为旅客提供更加亲和精细的

服务。

随着国内航班数量逐渐恢复并已

实现正增长，率先复苏的国内航司在进

博会上为全球航空产业送去重要订单。

东航在进博会上连续签署两个大

单，包括与CFM国际签署了 LEAP-1A
航空发动机小时包修协议和6台备用航

空发动机的采购协议，以及与霍尼韦尔

签署了 131-9A型辅助动力装置的采购

协议，总金额超过 11亿美元（超过 72元

亿），占东航在本届进博会所有线上线

下签约总额的 83%（总订单金额超 87亿

元），创历史新高。

据悉，与上届进博会相比，东航今

年进一步提高了签约含金量，签约合同

从上届的14个扩大到23个，总金额超过

上届。本次采购主要集中在航空发动

机、机上餐饮、航材、航油、生鲜、特种车

辆、包修服务等七大类的货物进口和服

务进口。疫情带来的影响必须通过今

后更好的机队、服务和经营去弥补。

在本届进博会上，东航还与来自 4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供应商进行了线

上签约，其中一单便是与智利供应商签

署的数百万美元的车厘子采购协议。

而浙江长龙航空也与CFM国际签

署了关于新一轮飞机发动机订购及维

修服务协议，价值高达 6.36亿美元（超

42亿元）。

此外，海飞特直升机公司（海飞特）

与空中客车直升机签订了一份采购协

议，订购了两架H125和一架H135直升

机，三架直升机计划于 2021 年开始交

付。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在进博会这个开放创新合作的平台上，中

国活跃的需求正在全方位提振各领域市场。

从第一届进博会卖力“吆喝”到“未来炼厂”“互

联工厂”在华广泛推广，世界 500强企业霍尼

韦尔只用了三年时间。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3月公布首批部

分参展企业名单时，霍尼韦尔赫然在列。在第

二届进博会时，霍尼韦尔就将展位面积扩大了

三倍，而今年的进博会，霍尼韦尔依旧信心满

满，因为在“进博效应”下，该跨国企业在华业

务的落地更加平稳。

本届进博会上，霍尼韦尔以“为未来…更

健康、更安全、更高效”为主题，设立了安全飞

行、智慧医院、智能工厂，以及智慧物流四大应

用场景板块，吸引了众多合作商的目光。展台

内展示了多项霍尼韦尔今年首次在中国市场

推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在智能工厂展示区，记者第三年看到了

霍尼韦尔所展示的“互联工厂”和“未来炼厂”

方案，霍尼韦尔特性材料与技术集团副总裁

兼亚太区总经理刘茂树却欣喜地说，“现在

‘未来炼厂’等项目已经在中国落地，在第二

届进博会上签约的项目，已经完成了一期建

设。”

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刘茂树带着团队，

带着“未来炼厂”“互联工厂”最新构想，来到进

博会上，开始向中国市场推荐这一在霍尼韦尔

全球都属于“首创”的智慧方案。

第二届进博会上，“未来炼厂”白皮书发

布。该“未来炼厂”技术可以将原油以更高的

比例转化为石化产品和清洁燃油，通过逐步增

加低成本原料的使用，为炼厂找到一条原油制

化学品的长期盈利路径。

中谷石化集团旗下大粤湾石化（珠海）有

限公司也同时宣布将采用霍尼韦尔一系列先

进技术，用于其位于广东省高栏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工厂，将重质燃油升级为更高价值的化

工产品。该项目完成后，大粤湾可将几乎所有

的减压渣油转化为轻油，这也将成为世界上渣

油转化率最高的项目之一。

经过一年，不但该项目已顺利推进至一期

建设，在此次进博会上，霍尼韦尔还与东华能

源、北方华锦、浙江石化、中国石油、巨化集团、

久泰集团、圣奥化学七家企业就“未来炼厂

“和”互联工厂“相关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签订了一系列协议。

“工业领域虽然比较传统的，但中国企业

具有创新精神，我们从第一届进博会上带来的

新理念，其实是对未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幸

运，通过三届进博会上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刘茂树说，“借助进博会这一大舞台，我们希望

与各界伙伴一起，助力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

级’的‘智能化之梦’。”

进博会后，霍尼韦尔的创新还将落地浦

东延续。最新成立的智能制造研究院已落地

霍尼韦尔张江园区，该研究院主要专注于中

国智能制造的市场和技术研究，计划每年发

布针对智能制造、市场、应用以及技术趋势的

最新报告，同时还将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和政

府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并与大学、研究机构

和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中国

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第三届进博会上，

参会的“新老朋友们”纷纷拿出“全球首发、亚

洲首秀、中国首展”的新品，针对更加丰富、多

元的中国市场需求，也带来更具广度、深度的

国际合作潜力。

到 2023年，浦东机器人产业规模将达 500
亿元，就在几天前，“一谷一园一图”正式亮相，

其中“一谷”指的就是张江机器人谷，在这座新

崛起的“谷”中，在建设中的ABB超级工厂，作

为ABB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未来工厂”无疑是

最引人瞩目的。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第三次参展的ABB
携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50余项创新高科技展

品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并透露了这座“未来工

厂”的最新进展。

ABB机器人业务部中国区负责人梁锐表

示，这座工厂目前正按计划推进，预计最快在

明年年底完工后投入使用，“现在看起来，要么

明年年底，或后年年初，但从进展看，明年年底

可能性很高。”

在今年的特殊形势下，数字技术、智能技

术在防控疫情、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同时，疫情也加速了智能技术应用的进

程。在进博会上展示的技术，也让业界看到

了ABB在这些重点领域的战略布局：

自主选择表盘、表带，整个装配过程完全

由机器人完成，只需3至4分钟，机械臂就能装

配出属于你的DIY手表。

在今年进博会展台上，ABB机器人手表装

配“未来工厂”演示站搬到现场，观众可亲身体

验了一把生产线的“无人化”“定制化”。

ABB HoverGuardTM无人机载天然气泄

漏检测解决方案也在进博会这一大平台上“全

球首发”。该解决方案将ABB专利激光检测

技术、ABB专有泄漏检测软件成熟的泄漏检测

算法与北斗精准服务相结合，使得十亿分之一

（PPB）级别的泄漏检测技术与十厘米级的北

斗精准定位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精准、快速地

检测与定位泄漏情况。

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让智慧医疗成为

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领域，大量的核酸检测工

作对人力、效率和安全提出了挑战。

在本届进博会上展出的ABB医疗实验室

预处理单元中，具有高柔性的双臂YuMi协作

机器人能够模仿人手完成各项复杂精细的操

作，高效完成实验室中移液、分液、混液和微生

物培养等任务。

前两届进博会，ABB累计与 50余家企业

签订了合作协议，有效推动了多个领域的创新

合作与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ABB今年与中

国石化、广船国际等众多企业签署一系列战略

合作协议，进一步加深合作，形成合力，共谋发

展。

梁锐透露，ABB中国工厂制造的机器人既

服务国内，又出口海外，“未来工厂”透露运行

后，届时产能每年将达 10万台，“我们针对中

国市场推出的都是最新的、最快速的、最先进

的产品。”梁锐说。

进博会上直播“带货”忙

航司进博会上开启“买买买”模式

霍尼韦尔通过进博会实现“智慧”未来

ABB“未来工厂”最早于明年年底投入运营

匈牙利国家馆
“搬到”了金桥国际商业广场

场外联动

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集中签下38个合同

展会速递

高通以5G+AI赋能智慧体育发展

第一太平戴维斯助金桥集团画”金色中环“

高通展位上展出的庞伯特乒乓球

机器人训练系统。 □高通 供图

ABB展台上展示机械臂应用场景。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块头”展品云集，涉及各个领域的未来装备技术“重磅”亮相。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直播带货”成为本届进博会上一种全新的产品推介方式。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活 动 现

场富有匈牙利

特色的展品引

来众多观众。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摄

展区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