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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 3个展台偏于一隅却让采购商挪不动步

日本高品质文具给我们上了一课

9要闻

在第二届进博会品质生活馆， 与占据 C

位的化妆品企业相比，3个日本高端文具的展
位偏于一隅，却仍被采购商踏破门槛。笔袋、

文件夹、 旅行袋……各种收纳物件之所以被
关注，或因其对“强迫症”的强力治愈，或因它
们的颜值与品质担当。 但这些精工细作的产
品背后，日本企业对于使用痛点的关注、对于
用户需求的钻研和永无止境的创新设计，更
发人深省。

LIHIT LAB是日本一家有着 81年历史的
小公司———一本活页笔记本，“外衣”与内纸各
有规格，可各自单卖，自由组合；笔记本承载了
尽可能多的收纳功能，名片、小尺、计算器、手
机、数据线，甚至更小尺寸的笔记本，均各有其

位，旅行办公学习，使用场景多元；笔记本面料
采用某种超强布， 强度与韧性是普通织物 7

倍。另一款护照夹同样见匠心，前页用来放身
份证、护照和登机牌，中间层可放旅行时各种
票据，最后一页可折叠放置地图，且封口设计
选择了物体不易漏出的内插式。封面材质更讲
究，是以极薄板材为介，两片聚丙烯无缝附和，

以实现皮质质感。该企业当下热销爆款，当属
可站立的硅胶笔袋。使用硅胶，是为清洗和耐
久计，其尾部可长出一节，旨在收纳长笔。笔袋
头部拉链打开后，将“尾巴”缩进，笔袋便可竖
立成笔筒，且笔头得以完美露出，此举既符合
使用习惯，又取悦了用户审美。这款硅胶笔筒
售价 138元，贵得有些道理。

LIHIT LAB对面的 “锦宫” 品牌今年 92

岁，以制作名片册起家。它在资料册内设置了
一个顺滑设计，由此可使嵌入的纸张虽折却无
痕。在此基础上，这家日企又推出对折页本册，

A4纸进去，可折叠成 A5大小收纳，以此类推。

展台负责人介绍， 无折痕设计在研发之初，许
多人认为并无必要，但事实证明，大量用户在
更小的携带空间里依旧保有了对文件完美度
的期待。

“锦宫”的邻居展台———101 岁的“日东”，

已连续 8 年上榜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
百强。 日东是仅次于美国 3M的全球第二大粘
胶生产商，却在 1983年突发灵感，将胶带反向
包装， 从而成就了全球范围内首个粘滚产品。

殊不知， 日东最初的粘滚筒只是用来滚蟑螂
的，却一路延伸到地板、瓷砖、墙面、窗帘和衣
服清洁等，而今又拓展至文具领域，设计出圆
点标、无痕标签贴等系列产品，看似跨界无数，

但“粘”之初心始终未变。

在这 3个日本高端文具展台，记者驻足了
3小时。记者眼中的最亮点可能是一本全年册，

虽有 365页，却仅重 50余克，纸张轻薄但绝不
映透， 纸上为用户书写舒适所设置的格子线，

在复印扫描时竟会神奇消失。 这本 A5纸大小

的全年册，零售价是理直气壮的 149元。

无数亮点引人流连，也给参观者上了生动
一课。当我们并不认为文具这一传统制造领域
还会有多少想象空间时，这些日本小企业却不
断有灵感出现；当我们因为文具并不是卖得出
天价的高利润产品， 而疏于研发却勤于复制
时，过于同质化的产品最终只能面临价格厮杀
的困局……

LIHIT LAB 公司海外营业部负责人李春
山告诉记者，近 4 年来，日本文具在中国市场
逐渐受宠，LIHIT LAB 品牌在华销售一直保
持 30%左右的增速， 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的
认可愈发显现。优秀的产品自有身价，日本企
业在文具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小小一件文具背后， 是一个企业对产品质量
永不满足、精益求精的态度，也有工业技术实
力的积累作为强力支撑。进博会不单是“买买
买”，更为我们新增了一扇学习他人之长的窗
户。

进博会上海国企集中签约
本报讯 （记者 李蕾）昨天，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团中，14家
企业集团的 25个项目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集
中签约。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

此次进口博览会上， 市国资委系统 43家
企业集团全员参与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团，国
资分团采购商企业注册登记总数 1762 家，专
业观众达 3 万余人。 采购金额较首届将有提
升，采购项目涵盖了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零
部件、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天
然气能源等多个领域， 参展单位更加聚焦、交
易规模持续扩大、交易品类覆盖广泛。现场，上
实集团、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申能集团、华谊
集团、科创投集团等 14家企业集团的 25个项
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现场签约项目中，华谊集团和施耐德电气
（中国）有限公司将在智能制造、工程数字化、

智能化配电、远程优化运维、在线状态检测、物
联网等方面进一步合作。光明食品集团旗下南
华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与全球最大的冷链肉类
食品公司之一的巴西美利华集团合作，向其采
购优质高蛋白产品（牛肉为主）。东浩兰生集团
将为格鲁吉亚伙伴基金股份公司投资的企业
在中国境内的投资项目提供全方位帮助和合
作， 积极促成中国企业到格鲁吉亚投资和交
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太保旗下中国
太保产险与俄罗斯 SOGAZ保险将依托务实的
业务合作平台， 建立跨国保险公司间产品创
新、开发服务等方面的协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 查睿）昨天，第二届进博
会迎来大客流，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现场统
计入馆观众为 225432人次。

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展馆均是大热
门。其中，最大实时在馆人数为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所在的 8.2馆，达到 13582人次；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所在的另一个展馆 8.1馆最大
实时人数达 12838 人次，排名第二；科技生
活展区和部分品质生活展区所在的 5.1馆最
大实时人数为 12792人次，占第三位。

国家展所在的 5.2馆同样是热门展馆，

最大实时在馆人数也突破了万人大关。“第

二届进博会只有专业观众入馆观展，我原本
认为不会有很多人， 没想到今天还是人挤
人，就像去年的公众开放日一样。”连续两年
参加进博会的杨女士说。据了解，展区内的
摆渡车也因参展人数过多而暂停。

不过在参展商看来，观展人数多反而是
件大好事。多位展商负责人告诉记者，熙熙攘
攘的采购商们反映出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

记者还发现，各展馆在一天内出现两次
人流高峰，一次在上午 10 时至 11 时，另一
次在下午 2时至 3时。不过由于展馆的站台
活动略有不同， 也会影响到人流的高峰时

段，比如昨天上午 11时 30分，8.1馆举办的
蓝鳍金枪鱼“开鱼”仪式，吸引了大量展客商
围观，因此该馆的客流最高峰也“定格”在 11

时 20分至 11时 45分这一时段。

“虽然最大实时在馆人数这一数据尚未
经过去重处理，但能反映出各展馆参展人数
的大体趋势。”进口博览局相关人士解释。

虽然迎来了大客流， 但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整体安全平稳，人员进出通畅有序。

馆内全天餐饮供应充足，商户满足用餐需求
110351人次、临时餐饮 11145 人次、外烩供
餐 40场 13485人次。

21家企业9家组展机构
首批签约第三届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 查睿 张煜）第二届进博会
进入第二天，“四叶草” 迎来大客流的同时，第
三届进博会的招展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据进博局介绍，早在今年 9月，第三届进博
会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企业报名
参展积极踊跃，松下等一批领先企业已确认参
展。截至目前，第三届企业展已签约和报名企
业超过 110家，毛面积超过 6万平方米。

昨天，记者从第二届进博会商务晚宴会议
上获悉，21家参展企业和 9家组展机构与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正式签约参加第三届进博会。

第三届进博会 21家首批签约参展企业来自
各行各业。包括爱茉莉、勃林格殷格翰、兄弟工
业、巴拿马、正大、丹纳赫、达能、戴尔、法国城堡、

福特、现代、捷豹、强生、经纬、乐斯福、欧莱雅、诺
和诺德、丰田、纽仕兰、韩国希杰和资生堂。9家
首批签约组展机构包括乌克兰商会 、SBF、

KIGA、爱沙尼亚经济部企业局、意中商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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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杨

“中国不以老大自
居，平等待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金立群重复起自己在
亚投行刚成立时的话
语，仍然掷地有声。

这句话描述的正
是亚投行的定位———

多边合作，这恰恰与进
博会的理念相契合。

“进博会可不仅仅
是摆个摊， 做买卖。”刚
刚参加完第二届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的金立群
强调，中国举办进博会
是要告诉世界，中国的
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更
多的市场和广泛的机
会，欢迎大家来共享这
一发展成果，同时一起
推动全球化多边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第
二届进博会上提出的 3

大倡议———“共建开放
合作的世界经济”“共
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
济”“共建开放共享的
世界经济”也让金立群
感同身受。他坚定地认
为，世界多边合作的历
史潮流不可阻挡。

提到开放合作，金
立群还记得，1980年中
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
之时， 人均 GDP 仅有
280美元。 世界银行当
时帮助中国的第一个
项目，给了教育 2 个亿
的软贷款。而中国凭借
自己的努力飞速发展，

到 2004 年， 已经可以
给世界银行进行捐款。

“从借款到捐款， 如果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多
一些，世界经济当然会
更好。”金立群说，这就
是开放合作的意义 。

“我们亚投行要实现
的， 就是通过多边机
构， 推动各国发展，推
动共同富裕。”

而不开放，不可能创新。金立群举了个简
单的例子：“有 10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即便每
个人都很聪明， 但谈了 10天肯定就没新东西
了。只有出去见更多人，才能进行思想的碰撞，

才会产生新的思维。 只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肯定不行。”

也只有开放，才能共享成果。金立群介绍，

加入亚投行的所有成员国，都可以从亚投行获
得贷款，以发展各国的基础设施。目前运作机
制是由各个成员国提出项目申请，然后亚投行
来进行专业评估，在充分尊重各个借款国意愿
和发展重点的基础上，执行一套严格的审查标
准：一是要财务可持续，不能增加借款国的财
务负担；二是对环境保护带来正面影响；三是
任何项目必须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金立群表示， 随着覆盖国家数量不断增
加，亚投行也将从一个初创的金融机构逐渐走
向成熟。未来将持续聚焦交通、能源、城市建设
等领域，更好地为多边合作作出贡献。

台湾生鲜进大陆将更便利
名优食品推介对接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昨天下午，台湾名
优食品推介对接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此次对接会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配套活动， 旨在进一步发挥进博会的平台作
用，协助台湾名优食品企业开拓大陆市场。

活动共吸引了 70余家台湾名优食品企业
和来自大陆的多家电子商务平台及来自福建、

上海、广东、湖北等近十个省市 60余家线下食
品代理商与经销商，共近 200名嘉宾参加。

海克斯康投资 20亿元建华东区总部基地

第二届进博会首个企业项目落户青浦
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昨天，青浦区政

府与海克斯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青浦
区委书记赵惠琴为海克斯康大中华区总裁
李洪全颁发了证照编号末四位为 “0001”的
营业执照，标志着第二届进博会首个企业项
目落户青浦。

海克斯康集团是数字化信息技术解决
方案的全球领导者，为顺应国际产业格局形

势， 海克斯康集团进一步增强中国本土化战
略，选择上海、投资青浦，聚焦智能制造，智慧
城市及自动驾驶等产业领域。根据双方战略合
作内容，海克斯康将在青浦区重点布局华东区
总部和新产业集团，华东区总部基地项目总投
资约 20亿元，包括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研究院
和总部基地。

近年来，青浦区注重科技创新，积极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在进博会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引领下，青浦的区位优势、

交通优势和生态优势日益凸显， 青浦区发展前
景广阔。 此次获颁营业执照的海克斯康方案应
用与系统集成（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在青浦赵巷
镇。 此次签约将进一步促进上海数字经济和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上海人工智能人才集聚，

着力打造全国标杆型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进博会单日客流突破22万人次

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昨天，商务部与世

界贸易组织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新闻中心
联合举办《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发布
会。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世界贸易
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高端进口水参展进博会
抢占消费升级“新蓝海”

■本报见习记者 李彤彤

月平均成交额增速 130%，月平均消费者增
速高达 180%，这是 2018年 7月到 2019年 6月
天猫国际上进口水的销售情况。 第二届进博会
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中， 就出现了不少高端进
口水品牌，包括新西兰的纽湾和兰维乐、日本的
日田天领水、马来西亚的事必胜等等。

10元 价高不挡消费热情

“现在中国消费者都开始追求健康了。”日
田天领水的营业企划部部长渡边秀树说，这款
水的最大优势在于水源，期待可以在中国“大
展拳脚”。

2018年，婴儿水在天猫国际上的销售额将
近有 2万亿元。目前，日田天领水每瓶的单价
约为 10元人民币。“虽然这个价格有些贵，但
我们还是相信会有很多消费者。”渡边说。

尽管现在在中国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去年
的进口额还仅为 60万元人民币，但渡边还是充
满信心，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参加进博会，“现在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知道我们了。”

277% 三四线市场增速不俗

有一些进口水品牌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
经营规模。 据兰维乐销售副总监左戌炯介绍，

兰维乐一个月能销售出将近 2万箱的 10升家
庭装，新一线城市也开始成为消费主力。

天猫国际数据显示，2019年各线城市的进
口水消费都持续高增长， 一二线城市增幅为
328.79%，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同比增长 277.31%。

“中国市场真的很大， 只用占领 1%甚至
0.1%的份额，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市
场。”左戌炯说，为了贴合中国消费者冬天喜欢
“多喝热水”的习惯，兰维乐正在研发一种水箱
下面带烧水壶的一体式饮水机，专供中国市场。

70% 年轻消费者群体庞大

购买进口水可不仅是注重养生、经济实力
较强的“老阿姨”和“爷叔”的消费习惯。数据显
示， 进口水消费人群有 70%以上都是 18—30

岁的年轻消费者。2019年，“95后”群体对进口
水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 242.47%， 甚至连
“00后”也翻了一倍。

盒马鲜生的销售数据也显示，从“65后”到
“95后”，进口水饮料都占他们最爱购买的进口
商品前三名。

数读进博会

傍晚时分，出租车在场馆外有序等候观众离馆。 张海峰 摄

第二届进博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万商云集，交易活跃。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观众轮番品尝各类爱沙尼亚啤酒。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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