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是中国 2018 年四大主场外

交的压轴之作，是重要的对外开放平

台。本届进博会，贵州组织了 13个交

易分团集中参会。 几天来，贵州交易

团发布了采购需求、 组织了洽谈签

约、展示了开放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集中展示改革

开放成就的中国馆， 多处提及贵州，

向 172个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以及 3600多家参展企业，介绍了

贵州大数据、大生态、大扶贫方面的

发展成果。

首届进博会中国馆位于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 面积 1472 平方米，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

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内设香港、澳门

和台湾展区， 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发展的世

界意义。

中国馆共分八个部分，分别是序

言、创新发展单元、协调发展单元、绿

色发展单元、开放发展单元、共享发展

单元、港澳台展区和结语。主要展品包

括高铁驾驶体验舱模拟台、超级计算

机模型、港珠澳大桥模型、国际陆海

贸易大通道电子地图、中欧班列电子

沙盘、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脱贫

攻坚）视频等，令中国馆看点十足。

据了解， 展位所有材料模块化、

构件化， 基本都采用环保型材料，做

到可循环利用。

港澳台展区以“分享机遇，融合

发展” 为主题，设香港、澳门、台湾三

个子板块，分别以“香港进”“澳门

荟”“台湾亲” 为主题，展示两岸四

地经贸合作发展成就和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愿景等内容。

在中国馆创新发展单元，展示了位

于贵州的“中国天眼”大幅全景图片。

建设在中国贵州的“中国天眼”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

称 FAST，是目前世界最大、最灵敏

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已发现 59 颗

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 其中有 44 颗

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FAST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代表性

成果，已经成为贵州一张靓丽的世界名

片。 大的望远镜，一定会产生大量的数

据。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贵州正在开展 FAST大数据服务项目。

今天的贵州，“大数据” 已然成

为热词、标签。 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

行动，让数据聚集、融通、应用，这里

的经济更具活力。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前

三季度， 贵州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 75.2%和 18.1%。 到 2025

年，贵州大数据及相关产业产值将突

破万亿元，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大数据创新中心。

贵州是长江经济带的覆盖区域，

是推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区

域。 在中国馆协调发展单元，展出了

反映长江经济带发展情况的视频、图

片资料，其中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

贵州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方面的发展成就。

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黔

高铁等的建成通车，构建了贵州与外

部联络的快速通道，还有依靠大数据

打造的云上平台，使电信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

绿色，是贵州城乡的底色，也是

贵州发展的底线。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贵州，从制度设计、产业发

展、文化生活等全方位推进。

中国馆中，展示了贵州在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多彩贵州公园省” 等

方面的成果。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们最朴

素的愿望。 如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是一篇大文章。

在中国馆共享发展单元，贵州脱

贫攻坚的故事被搬上荧屏，向来自发

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外国友人介

绍扶贫减贫的贵州经验。

贵州省寨头村的吴文琴有上学

的梦想，但村里没有小学，家人也希

望她能接受教育、改变贫困。 经过多

方的努力， 吴文琴的梦想变为现实，

她被一所寄宿学校接收。给予像文琴

这样的孩子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是一

种精准扶贫措施，正在改变着众多生

活在中国最偏远地区家庭的命运。

2018 年 6 月，作为《追寻美好生

活》系列微视频的一集，这个故事在

联合国总部展映，在多边舞台讲述中

国扶贫故事、分享中国经验。

同样是在首届进博会，世界组织

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演讲时点赞贵州

减贫成效，并把贵州的扶贫减贫经验

推荐给更多的国家。截至 2017年底，

贵州贫困人口从 2011 年底的 1149

万减至 270 余万，贫困发生率从 33%

降至 8%。 本报记者 刘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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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中国馆里的贵州身影

●阅读提示

创新的贵州，有数

发展的中国，亮眼

协调的贵州，多彩

美好的贵州，共享

本报讯 11月 6日， 贵阳市相关

领导率队参观进博会后，表示将面向

国内发达地区、欧洲、日韩等扩大招

商引资，力争引进一批以消费品为主

的中高端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助推

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贵阳市走访的国外公司展

台，记者进行了部分回访。境外多家公

司表示， 希望抓住贵阳市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机会，开展多方面合作。

作为全球光学和光电领域的先

锋， 卡尔蔡司是贵阳市重点关注的企

业之一。 在智能及高端装备区域，以

“光无界，创无边” 为主题展出的卡尔

蔡司，多款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

在“健康中国” 板块，负责人展

示了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已签订的

意向购买合同，一台眼科光相干断层

扫描仪。这台仪器将高分辨呈现眼底

三维血管网， 帮助医生有效诊断病

情。而蔡司在进博会上首发的最新产

品———真彩、高清、超广角眼底相机，

克服了技术壁垒，有利于多项眼科疾

病早期发现及诊断。

蔡司公关部负责人介绍， 贵阳观

展团对蔡司的半导体、光学系统、医疗

设备等产品很感兴趣， 双方进行了深

度交流。 公司希望依托贵阳在大数据

领域的优势，加快在检验检测、镜片生

产个性化定制等方面的合作步伐。

记者在松下电器展台看到，尖端

技术成果吸引不少采购商前来体验，

这里也是贵阳观展团重点驻足的展

区之一。 透明电视，播放时就是一台

高清晰的电视机；电源关闭，机身后

面的装饰品清晰可见，完美融入生活

空间。 在“住空间” 生态群落，马桶、

魔镜浴室镜成为“健康管家” 。 用户

如厕时，通过扶手内置的感应装置按

下指纹，5 秒就能测量出体脂率等健

康数据。魔镜则是智能联动的控制面

板，实时读取身体数据，实现对健康

状况的监测管理。

松下公司负责人表示，感谢贵阳

市对松下的关注， 通过进博会平台，

希望双方有更多合作发展机会。

由贵州大茂体育集团与陶氏水

性体育产业基地合作的项目落地贵

阳，目前正在实施中。 陶氏化学公司

的展台位于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现

场工作人员说，水性跑道、人造草坪

是贵阳代表聊得最多的产品。水性跑

道具有优异的环保性及杰出的使用

性能，可广泛用于跑道、球场等场所。

陶氏方面表示，对于贵阳正在加快推

进陶氏化学的项目落地表示感谢，期

待合作向更多领域延伸。 （刘辉）

开放的贵阳 拥抱进博会

记者回访部分国外公司展台

松下电器展示的透明电视机

蔡司的真彩、高清、超广角眼底相机

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强大的

动力。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随处可见创新

因子， 包罗万象的进口产品吸引人

们频频驻足，透过这些展品，可以更

清晰地看到百姓生活的新趋势。

消费选择面更宽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挂着交

易商牌子的专业“猎头” 来回穿梭

挑选“尖货” 。 埃及锡威枣、加拿大

枫树水、 巴拿马香蕉、 阿根廷牛肉

……超过 4000 件食品和农产品展

品，近半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

未来，人们坐在家中，就可买到全

球各地的特色商品。不仅是食品，在汽

车展区， 全新旗舰车型柯迪亚克在进

博会全球首秀；美妆领域，欧莱雅带来

超过 500款产品和技术；家电领域，松

下的透明电视看着就激动人心。

博览会上， 来自全球最先进的技

术、产品和服务，让中国人在家门口就

可以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 开放

的中国，欢迎中外企业的融合与竞争。

未来生活更智能

智能限速识别、主动盲点监测、

车道保持辅助、 扩展交通标志识别

……集诸多自动化功能于一身的

DS7，虽然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但喷

涂亮眼黄色的展车， 还是吸引着采

购商们不时拉开车门试乘。

展会上， 智能产品遍布进博会

各大展区。 吸引眼球的还有雷克萨

斯品牌带来的自动驾驶汽车； 德勤

展示的反洗钱机器人等。

跟随技术变革脚步，移动设备、

智能家居、 智能家电等产品已经或

即将进入百姓生活， 人脸识别等人

工智能技术将被更广泛地运用于智

能设备。 据新华社

从进博会看

生活新趋势

●相关阅读

“中国天眼”、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

长江经济带关于贵州的介绍 “中国天眼”展示图片

进博会中国馆

贵阳两企业签约

2520万美元

本报讯 11月 8日，贵阳市多家

企业继续在进博会上观展、接洽、寻

找合作伙伴、签订购买合同。 据不完

全统计，两家企业当日成功实现 4笔

签约，成交金额达 2520万美元。 �

� � � �贵州四方粮油有限公司在进博

会上采购意向为食用油。 其采购小

组经过前几天对境外多家公司的比

对、 洽谈， 最后选择了来自俄罗斯

Terminal-Barnaul、Mercury、

Zabaikalsky� Agroholding� Ltd.等三家

生产粮油类产品的企业， 分别顺利

签下 2500 万美元的非转基因菜籽

油。 贵州威腾进出口有限公司则和

来自挪威的一家公司，签订了 20 万

美元的保健品代理业务。 �

� � � �贵阳市的世通耀顺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在两天的参展中，拜访了 36

家国外企业，内容涵盖服务贸易、智

能设备和食品等。 贵州三联乳业表

示，通过观展对国外苜蓿草、奶粉供

应、价格等市场行情的了解，对今后

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做好前期准备。

同时，观展中许多企业反映，外商对

开拓贵州市场渠道的意愿很强，已

邀请日本蕙美医疗科技、 德国贺利

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来筑考察，继

续进行后期对接。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