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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开放红利，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全面承接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步伐越发坚实有力

“中国有 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中国真诚向各国开放
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
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去年 11月 5日首届进博会
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掷地有声。 之后的 300

多个日日夜夜，上海牢记谆谆嘱托，全面承接进博会溢出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溢出” 贸易升级

集聚“头部企业”打造新平台

东浩兰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强深感企业从进博
会的溢出带动效应中获益匪浅：“进博会给我们送来的第
一个大礼包是推动贸易升级。5 年前， 企业进口比例为
20%，出口为 80%，经过不断调整，进口比例正稳步上升。

举办进博会是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宣示，与我们尽早
实现进出口比例平衡的愿景不谋而合。截至 2018年底，我
们旗下的国贸集团全年进出口总量增长 9.94%，跑赢上海
和全国同行。”

溢出带动效应也体现在企业转型加快上， 东浩兰生
集团逐步从直接做贸易向提供贸易平台服务转变， 其参
与搭建的上海交易团展示展销服务联盟， 能提供从展台
搭建、展品运输、仓储物流、进口报关、交易结汇、产品保
险、融资租赁、人力资源、商旅服务到“展品变商品”、常年
展示展销的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这些专业服务原先都
有成熟企业在做， 但以前尚没有一家专业集成商能提供
一揽子服务。”

让全世界真正共享中国开放红利，上海为进博会专门
搭建了首批 31个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促展品变商品，确保
进博会实现一流的溢出带动效应。“截至 7月 15日， 首批
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共引进 558 家首届进博会参展商、

13609种商品，实现进口 752亿元。”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尚玉
英介绍说。

地处虹桥商务区的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虹桥
品汇），是 31个平台中政府主导、国企背书、承接进博会溢
出带动效应的交易服务主平台。它的问世，也标志着上海
首创了一种“前店后库、店库合一”的全新贸易方式，将保
税展示与交易结合、保税贸易与一般贸易结合、线下与线
上结合、批发与零售结合、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合。

虹桥品汇共分一期和二期，一期约 40万平方米，东方
国际、东浩兰生、百联等已在北片区开展业务，已引入来自
2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超过 400个品牌约 2500个商品
品类，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第二届进博会前后，将陆
续开放南片区，目前已有意向入驻的约 60个供应商，涉及
超过 200个品牌。

二期正在加紧建设中，分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仓）

和商业楼两部分。6月底， 已通过上海海关向国家海关总
署申报，预计今年 9月份将通过验收。

B型保税仓对上海的贸易升级意味着什么？ 据介绍，

“前店后库、店库合一”的跨境电商模式，把保税仓与直面
消费者的实体店合在一处， 消费者可直接在店内选购商
品，登录 APP经过短时间的线上清关后，即可提货，整个过
程可能只有 30分钟。

对于贸易商来说，通过 B型保税仓，进口商品可先行
销售，然后在全程监管下，再统一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海关
部门集中缴纳应征的进口税费。“贸易商减轻了前期资金
压力，加速了商品周转，最终得益的还是广大消费者。”虹
桥商务区管委会商务发展处负责人赵俊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不少大型电商企业都非常希
望在上海发展，但受制于仓储监管等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
障碍，不得不忍痛割爱。虹桥品汇问世后，除了承担起进博
会常年展示交易服务功能，更重要的是将成为上海大力发
展跨境电商新模式的行业新地标，对集聚一大批电商“头
部企业”，推动上海贸易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积极效应。

“溢出” 投资信心

外商在中国投资加码抛出“彩球”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在首届
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主席用“大海”妙喻中国
经济。从“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到“营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到“推动多

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 习主席透过主旨演讲传递的信
息，给外资企业进一步巩固在华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倍添
信心。其背后最坚实的支持，就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
快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常态化贸易便利化制度。

随着第二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步伐越发坚实有力。8月 6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揭开盖头”；8月 13 日，《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发
若干措施》（“40 条”）出台，同一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本市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若干意见》（“30

条”）推出。8 月 23 日，原定今年 8 月告别中国市场的日
本知名百货高岛屋，终于宣布“重拾信心”，“不走了！”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外资零售业总部
经济，是“40条”和“30条”的双重获益者。公司董事、副总
裁张晟说：“新政提出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的连锁企业
试点实施全市‘一照多址’，坚定了我们加码中国市场的
决心。就在最近，我们在沈阳成立又一个区域性公司。”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旦试点实施全市 “一照多
址”，可以为企业省下 10多天的办照时间。倘若再把在某
些区已经试点的“一证多址”全市推广，又可省下 10多天
的办证时间。“按照沪上便利店平均月租金 4万元来计算，

未来罗森要是每年在上海新增 400多家， 就可增加 2000

万元利润。”

在中国经济这片大海上，若要屹立潮头，加码中国是
明智选择。今年 1至 7月，上海新设外资项目 4105个，同
比增长 58.3%；实到外资 114.48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

比全国平均水平 7.3%高出 6.5个百分点；新增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 26家、 研发中心 9家。“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的背景下，外商在上海稳投资、精投资、乐投资势头强劲。”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道。

就在最近， 参加了首届进博会并正在为第二届进博
会积极准备的宜家中国，迫不及待地向中国市场抛出“彩
球”———中国区总裁安娜·库丽佳女士表示：“2020财年宜
家中国已经落实的投资额有 100亿元人民币，是宜家中国
历史上最大年度投资额。另外，宜家中国将在新财年招聘
超过 3000名新员工。”

“溢出” 消费升级

零售巨头纷至沓来“购物车”满满

首届进博会上，新品首发一波接着一波，把采购商的
“购物车”装得满满当当，更为消费升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溢出”。

市商务委主任、上海交易团秘书长华源介绍说：“截至

目前，首届进博会上海交易团半年以内的意向订单履约率
已达到 99%以上，半年以上的意向订单履约率达到 85%以
上。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签约的 33台价值 43亿美元的
大型医用设备目前已全部到货，奉贤交易分团采购商辉展
果蔬市场采购的 1.4亿美元南非柑橘类产品陆续到货，进
口额已达 5382万美元。”

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可以从一杯咖啡窥见。首届进
博会上， 共计来自 14个国家和地区的 36家企业在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展示了咖啡产品，展商绝大部分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累计参展面积 800多平方米。2018年全年，上
海口岸咖啡进口总额 11.8亿元， 同比增 24.7%； 而今年
1-7 月，进口总额 6.8 亿元，同比增幅 12.1%。今年 1—7

月，来源地排名前三的国家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

埃塞俄比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比增幅最为惊人， 达到
312.2%。万国咖啡，香飘申城，沪上咖啡馆数量因此也大
幅增加。 截至去年底， 上海大大小小咖啡馆数量达 7800

多家。而在 2015 年底，上海连锁经营协会披露的这一数
字为 4000家左右。

从一杯咖啡到一盒奶，从一块牛排到一颗车厘子……

首届进博会闭幕以来，上海向全球广发订单，进口农产品
不断丰富着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绿地商贸集
团总经理薛迎杰介绍：“我们首届进博会上采购签约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余种商品中，已有超过 350种商品进
入绿地旗下的终端渠道。”

消费升级在加速，也意味着消费更趋分层、多元。首
届进博会后一年间， 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成熟的会员折扣
店、奥特莱斯、免税店等业态都在上海不约而同地“加速
跑”：今年 6 月，德国零售巨头奥乐齐中国首店正式落户
上海；同月，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超巨头———山姆会员
店在青浦赵巷开出新店， 这也是时隔 9年后， 山姆在本
市开出的第二家门店；8 月 23 日， 市内免税店在陆家嘴
开业，对目前口岸出境免税店形成有效补充；8月 27日，

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开市客中国大陆第一
家门店在上海闵行开业，人流潮涌。当天，开市客市值上
涨了 430亿元。

作为承接消费升级“风口”的实质性举措，第二届进博
会品质生活馆专门增设高端消费品展区，全球第一大奢侈
品集团路易威登首次参展。来自米兰、威尼斯、维琴察等地
15个品牌在意大利珠宝生产商协会率领下， 也将首次参
加。意大利珠宝生产商协会的合作方、“维缇法珠宝”联合
创始人龚利锋介绍，这些品牌中，不少是为国际大牌做代
工的幕后英雄，他们把参加进博会视作在中国市场打响自
己的品牌，从幕后到台前的一次重大机遇。“中国这么大的
市场，谁也不愿错过。”

第一届进博会结束后，乐高
在中国的品牌零售店翻了一番

把握住中国机会

1932年创立于丹麦比隆的乐高集团可以说是
“四叶草”的老朋友了。乐高集团参加了第一届进博
会，并且是首批签约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参展商之
一。在第二届进博会倒计时 100 天之际，乐高在西
安开设了在中国大陆的第 100 家品牌零售店。第一
届进博会举办时，乐高在中国的品牌零售店数量为
47 家。不到一年时间，乐高在中国的品牌零售店数
量翻了一番多。对于这一成绩，乐高集团高级副总
裁、乐高集团中国区总经理黄国强畅谈他眼里的“中
国机会”。

我们先从最新开业的西安乐高授权
专卖店谈起吧。乐高之前的品牌零售店似
乎都开设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次为什
么落地西安

黄国强：我们希望将乐高玩乐体验带去更多的城
市。品牌零售店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载体。更重要的是，

在西安开设中国大陆第 100家品牌零售店，是乐高零
售业务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预示着我们进一步
拓展中国西北市场。要知道，中国是乐高集团重要的
战略发展市场， 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绩让我们惊
喜———我们的销量连续数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而且在
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不仅沿海城市发展
迅速，以西安为代表的二线市场发展速度也非常快。

对我们来说，这是广阔的市场机会。其实，我们
不仅开设线下品牌零售店，也在京东、天猫等主要电
商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希望通过多样化零售渠
道，打造线上线下互补的“新零售”业态，把握住中国
机会。

有人觉得中国的实体零售正在遭遇
挑战，但我们看到，在最近一年，乐高的线
下零售店扩张速度非常快。您如何看待这
一现象

黄国强：“实体零售面临挑战”只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在中国，很多实体店仍在蓬勃发展，因为它们能够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目前开设的品牌零售店在很
多购物中心里的客流都位列前位，而且家庭客流非常
大。这些都说明实体店在中国市场很有发展前景。

我们觉得，中国各级市场都非常富有活力，可以
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和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的发
展方式。但最终的目标是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
的体验和更加便捷的消费渠道。

“消费升级”是当下中国市场的热词
之一，您怎么看待“消费升级”？未来乐高
将在中国市场如何布局

黄国强： 我认同中国正处在消费升级的阶段。随
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及其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消
费者对品质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这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我觉得乐高产品能够满足中国父母和玩家们在
这个阶段消费升级的需求。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直接感受到中国政
府对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以及中国政
府正在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乐高集团是这些政策的
受益者。所以，我们希望把握住中国良好的市场机会
和政策环境，在中国市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还会继续加快在中国的发展步伐，预计到
今年底，我们将在中国超过 35 个城市拥有约 140

家品牌零售店。

■本报记者 吴卫群

8月 8日，参展商在介绍来自美国的多用途飞机，该飞机可承接空中游览、短途运输、高空跳伞及航拍航测等业务。

当日，第二届进口博览会装备展区展前供需对接会在上海举行，吸引 200多家全球参展商和全国的采购商参与现场
洽谈对接，共享进博会机遇。 新华社 发

■本报记者 任翀
本期嘉宾 乐高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黄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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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