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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三届

□温小娟

第三届进博会上，诸多“首次”“扩容”
“新增”都与文旅相关，展区、展品、活动多
角度展现中国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特色，
惊艳了海内外客商，凸显了人文交流平台
功能。

买买非遗产品，逛逛步行街，探探旅游
线路，打卡各地美食，欣赏文艺表演，这样
的“一条龙”式文旅体验，竟能在一个展会
内完成。

这一人文交流平台自然少不了文化大
省河南的演出，第三届进博会上，河南交易
团的“中华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览展示区的汝瓷烧制技艺、当阳峪绞胎瓷
制作技艺、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等三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原优
秀传统文化。

此次进博会，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王振芳共向大会提供近 200件汝瓷作品，
有代表中华文明符号的“中华和瓶”及汝瓷
经典器型“三足洗”“玄纹樽”“水仙盆”等，
分别在河南交易团主展区和弘宝汝瓷展示
馆展出。汝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
因产于古汝州而得名。汝瓷属于青瓷系
列，分豆绿釉、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等四
个品种，造型古朴大方，温润雅致。汝瓷烧
制技艺工序复杂，主要体现以玛瑙入釉，借
助支钉、垫圈、垫饼、匣钵、火照等窑具烧制
而成。

当阳峪绞胎瓷源于唐、兴于宋，是北宋
皇家的御用贡品，其花色斑驳，自然天成，
表里如一。此次参展的金谷轩绞胎瓷艺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霞说，目前绞胎瓷技
艺在宋代绞胎瓷基础上传承发展了绞胎雕
塑瓷、绞胎艺术瓷等系列产品。新增了菊
花纹、星星纹等 26种纹饰技法，研发了绞
胎剔花瓷、绞胎日用瓷等八大类 100多个
品种，发展前景喜人。

“四大怀药”包括怀山药、怀菊花、怀地
黄、怀牛膝，主要分布在河南焦作市，因焦
作古时称“覃怀”“怀州”，因此将这一地区
种植的草药称为“怀药”。作为河南老字号
代表品牌，怀山堂在本届进博会现场展示
了品牌文化以及怀山药古法炮制技艺，让
怀山药这一温县道地原产、药食同源的物
种，以及蕴含的食养文化走向世界，更好地
护佑人们健康。

现场，传承人们纷纷表示签订了多笔
交易，还谈了意向单，下一步要更好地守住
初心，拓宽思路，传承好优秀非遗项目，讲
好黄河故事，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近 5000家企业、机构共14682人报名赴上海参会、观展、招商

开放盛会的河南作为
11月 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落下帷幕。在为期6天的展

会期间，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3600多家企业亮相进博会，经贸合作累计意

向成交达726.2亿美元，向世界交出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举办的规模最

大、参展国别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经贸盛会。我省近5000家企业、机构

共14682人报名赴上海参会、观展及招商。

盛会落幕，河南团此次成绩如何？

既定任务顺利完成
此次进博会，我省按计划完成了每项既定

任务。
11月4日，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
绍第十四届投洽会整体情况及筹备进展情况，
邀请全世界的客商嘉宾明年4月份来豫参加投
资贸易洽谈会。

11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瑞士驻华大使
馆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河南）—瑞士产业推介对
接会，通过展览展示、B2B洽谈、领导会见、主题
推介会等活动加强河南与瑞士的经贸交流。

11月6日，河南交易团在上海举办了河南
交易团采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通过河南
采购需求发布推介、成交合同签约、对接洽谈等
活动。在采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上，我省

企业与境外客商共签订98个贸易合作合同，合
同总金额 373亿元，涵盖了高端装备制造、原
油、矿产品、医疗器械、日用消费品等多个领域。

整个进博会期间，河南团开展了各种形式
的招商引资活动，通过精准邀商、以商邀商，大
力宣传和推介本地营商环境，力争把更多的国
外资金和技术吸引、落地到河南，同时，也为明
年4月在河南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邀请到众多意向嘉宾、客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据交易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进博之

旅，河南团从投洽会新闻发布会到采购需求发
布会，无论是到场媒体还是客商，数量和层次均
超过了预期。同时，招商工作也取得了相当不
错的成绩。

跨国公司的“河南情缘”

相信每一个到进博会食品农产品展区逛
过的河南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亲切感。美国
嘉吉、金龙鱼、正大集团、上好佳、好丽友——
不是在河南投下重金，就是在河南有生产线。

这些公司在河南的生产、经营如何，下一
步有何打算？

“河南是嘉吉设立企业最多的省份，而且
嘉吉对河南发展前景持续看好。”嘉吉公司中
国区总裁刘军直言，河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
省、资源大省，交通优势得天独厚，同时是消费
大省，河南克服疫情影响，消费恢复得很快。
基于这些，嘉吉对河南的信心越来越足。

投资行动最能说明问题：刘军透露，嘉吉
动物营养（郑州）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建设的第
一家模范饲料生产企业，嘉吉正与河南一家食
品龙头企业洽谈，有望在河南布局植物肉产品。

今年进博会上，GE公司的一款新的风页
首次亮相，其主机部件正是在河南濮阳生产。
今年8月6日，位于濮阳的GE亚太低风速生
产基地顺利竣工投产，为中国量身定制的风电
机组正式下线。GE已与河南省升级战略合
作并签署二期投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将以GE濮阳风电生产基地为依托，助力濮阳
形成完备的风电设备制造全产业链。

随着河南经济外向度的提高，“走出去”
开拓海外市场是众多河南企业的目标。参展
企业西门子公司表示，西门子已在全球190个
国家布点，可以帮助河南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中信重工、郑煤机等企业现在已经开始与西门
子合作。西门子还有新的供应链，也希望能够
多从河南企业采购一些产品。

还有，美国穆拉德集团有意与郑州经开
区企业进行投资合作；皇誉宠物食品(上海)有
限公司拟于漯河市就食品产业进行深入对接；
普锐特冶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Primetals）
有意与安钢集团进一步洽谈合作……

我省三项国家级
“非遗”进“进博”

河南采购企业更加成熟、主动

据河南省交易团此前透露，报名参加第
三届进博会的河南企业，有不少是“老面
孔”，“此前参加后，觉得对企业价值大，今年
主动报名赴沪”。

已经连续参加三届进博会的安钢集团，
其相关负责人在签订采购合约之外，还拜访
了西门子、施耐德等公司。“进博会是一个开
阔眼界、学习经验、拓展合作‘朋友圈’的好
时机。”这位负责人告诉笔者，参加进博会，
对促进安钢转型升级，带动河南钢铁行业提
质增效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连续参会，河南开元国际经贸有

限公司与法国ASI供应链集团公司签下了金
额为30亿元的跨境电商产品采购大单，全面
开展跨境电商深度合作。法国ASI供应链集
团公司副总裁施易可表示，河南开元主要采购
的是食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法国、欧洲的
生产商直接与中国的消费者连接起来，使中国
的消费者获得高质量、价格合理的欧洲食品。”

进博会上，大企业由于采购金额大以及
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其采购行为也受到更多
关注。但是在河南交易团里，有不少中小采
购企业，同样手握“巨款”去“赶洋集”。

河南汴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在今年

全球疫情下实现了双边贸易布局，并将贸易
领域从平行进口车延伸到医疗卫材用品进
出口、农产品进出口等行业。该公司董事长
吕波，今年第三次带领公司海外采购团队到
进博会现场“扫货”。

“我们今年初步计划采买非洲塞内加尔
产的 5万吨花生，采购额不低于 3亿元。”吕
波说。这个采购量大约占其整个国家产量
的六分之一。

吕波说，进博会对于有意于国际贸易的
中小企业来说不仅是一个平台，更是一个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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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进入状态

“今年的进博会，似乎比往年更早
进入状态。”11月 3日，在赶赴上海的高
铁上，有记者发了一句感慨。

是的，今年进博会，河南交易团的
主办活动之一早在 11月 4日下午就举
行了——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

嘉宾、客商详细介绍了投洽会的各项具
体活动以及大会筹备情况。

进博会前，黄浦江畔，河南向全球
嘉宾、客商隆重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
参加一年一度的“春之约”。

发布会反响热烈：泰国、比利时、韩
国、芬兰、马来西亚等驻华使领馆和上
海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英中
贸易协会、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上海
代表处、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等知名商
协会，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总领事
郑一、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菲利
普，以及超过 60家境内外知名企业和
知名商协会负责人应邀出席发布会，参
会总规模超过100人。

发布会宣传推介了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第十四届河南投洽
会的积极进展，泰国、比利时表示出强
烈意愿作为主宾国参会。

每天微信运动步数都超
过了两万

“开馆就进馆，全天都泡在馆里对
接交流，每天微信运动步数都是两万
多。”11月 12日，省商务厅招商组一位
工作人员展示了近几天的微信运动页
面。

“实际上，我们整个招商团组所有
人都一样。”这位工作人员补充了一句。

招商团组是怎么组成的？据河南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实此次
招商邀商组力量，做到邀商工作在进博
会展区全覆盖，招商组在自愿报名基础
上，抽调商务厅和地市商务局懂外语、
会招商的55名专业骨干组成了邀商小
组现场招商邀商，包括商务厅开放办、
外资处、外经处、开发区处、台港澳处、
自贸办、投促局、博览局等 8个单位共
25人，安阳、南阳、驻马店、漯河、濮阳、
鹤壁、三门峡、郑州航空港区等 8个地
方商务部门30人。

为了使招商邀商工作更有针对性，

招商组成员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搜集
了各地投资指南、项目册，印制了河南
省重点产业投资指南、投洽会邀请函和
会务手册，详细了解参会企业，特别是
世界 500强企业近年来与河南的投资
合作情况。

“展会期间，我们所有队员每天早
出晚归，‘泡’在展会现场招商，不怕麻
烦、一遍遍向参展企业介绍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并诚挚邀请企业参加第十
四届河南投洽会。”一位招商组成员骄
傲地说。

据了解，此次进博会上，每位招商
队员都做到了认真听取企业合作意愿
和需求，详细记录每个企业的信息和诉
求，日行数万步，有的人脚底磨泡、身体
不适，但依然奋战在一线、坚持到最后，
对参展的近2000家企业真正做到了全
拜访、全覆盖。

主殷客自来

河南交易团的真诚邀请打动了很
多嘉宾、客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马修·
马古利斯说，该委员会一直关注河南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与河南一些企业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在河南扩大投
资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探讨推进更多领
域的合作，助力河南发展。

进博会期间，河南省商务厅与世邦
魏理仕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世
邦魏理仕公司是全球性商业房地产服
务与投资公司，是财富500强和标准普
尔500强企业，拥有极为丰富的优质项
目信息资源。根据双方协议，世邦魏理
仕下一步将依托公司资源优势，结合未
来河南产业发展方向，为河南招商邀商
提供信息支撑，帮助河南引进更多的优
质企业和项目，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
和跨国公司。

通过向机构和企业递交第十四届
河南投洽会邀请函，并介绍投洽会优惠
措施，吸引了众多机构和企业有意参加

河南投洽会。其中有较强参会意愿的
机构有 14家；有较强参会意愿的企业
有 55家，包括雀巢咖啡、艾伯维公司、
德国楚航科技、香港力世纪公司、飞利
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英国清洁空气、
中芬合资羽苏中国产品公司、吉布提国
际自贸区运营公司、通用电气集团
（GE）、西挪威集团等知名公司。

更有不少企业表达了产业合作意
愿。据河南省商务厅初步统计，世邦魏
理仕公司表示将依托资源优势，为河南
提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信息，帮助河
南引进优质企业和项目；日本株式会社
不二越对河南省工业自动化升级改造
非常感兴趣，希望未来有机会将其工业
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河南企业；卡尔
克鲁斯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拟同
郑煤机集团洽谈合作；美国穆拉德集团
有意与郑州经开区企业进行投资合作；
香港全球商品博览汇公司专注于境外
产品的销售推广，目前已在上海、北京
等地设有保税仓，了解了河南综合保税
区、开放口岸、自贸试验区建设情况后，
对投资河南有浓厚兴趣；世界500强企
业伊藤忠商事会社有意在循环经济、旧
物回收再利用领域开展合作；世界500
强企业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有意在冷链
物流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第二届进博会
期间，河南省商务厅就组成了8个邀商
招展组，8个小组的59名工作人员拜访
了十几个国家的近170家重点企业，发
出投洽会邀请函300多份。尽管第十四
届河南投洽会受疫情影响推迟，但所对
接的特斯拉中国区、德国工商大会、英
国英中贸易协会、百胜中国等企业相关
负责人当时均表达了参加投洽会的强
烈愿望，对河南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

明年春天，郑州见
我省在进博会上为明年投洽会招商

□赵振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一

大早进馆，在馆里泡到闭馆才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仅观摩企

业展品，还要找到企业高管面对

面交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停

地在各展台前向企业介绍河南最

新发展情况……

他们是河南省商务厅组织的

全省商务系统的七个招商团组，

共 57人，第三届进博会上，他们

经过 5天对接，累计拜访企业展

位 1462 家，收集企业信息 1380

条；他们宣传推介第十四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扩大

河南对外影响力，收集企业投资

合作信息。

就是这群人，进博会期间他

们向企业递交河南投洽会邀请函

1068份，收集有意向参加第十四

届河南投洽会的机构 14家、企业

55家，有投资或产业合作意愿企

业21家。

□赵振杰

开放河南亮相“进博”

客商在中国（河南）—瑞士产业推介对接会上洽谈

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河南省商务厅与世邦魏理仕在进博会上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