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上海电 （记者 杨骏 实
习生 何春阳）11月6日-7日，在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
会）期间，重庆交易团于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举行了集中签约活动。
据了解，两场集中签约活动，采购

商品类别涵盖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
保健品、母婴用品、医疗用品、冷冻牛
肉等多个领域，将为重庆市民带来高
品质生活，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许新成称，
本届进博会，重庆市交易团组织了众
多采购商参会。相较去年，重庆交易

团今年的采购数量更多、类别更丰富、
质量更好，将对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消
费水平提升、服务供给提质。

他还表示，上一届进博会，更多是政
府邀约企业参展；而在本届进博会前期
组织工作中，企业变得更加积极，甚至有
不少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参与进博会。

“前不久，重庆召开了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
进大会，对全市开放发展工作进行了
部署。此次重庆组织交易团参加进博
会，也是对大会精神的一种落实。”许
新成表示，重庆将继续积极融入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格局，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

重庆交易团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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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
间，重庆市政府举行的“重庆投资贸易
合作恳谈会”，吸引了30余家世界500
强及行业领先的跨国企业、外国机构
组织、重要商协会参加。思爱普、沃尔
玛、德国博世、法国达能、韩国SK等多
家公司与重庆签署了 20 余个贸易和
投资合作协议，涉及先进制造、科技创
新、商务服务、现代物流、食品等领域。

借势进博会的“大磁场”效应，重
庆主动体现全力扩大对外开放的积
极姿态。与首届进博会相比，第二届
进博会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
强、层次更高，不仅为全球经贸合作
持续输送正能量，也给包括重庆在内
的内陆地区带来对外开放新契机。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
维沉渣泛起之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
精准切脉世界经济发展薄弱环节。重
庆积极融入进博会，及时举行投资贸易
合作恳谈，彰显中国内陆地区维护世界
多边贸易的极大诚意，和全力扩大对外
开放的积极姿态，必将有效促进世界各
国重要经济主体对重庆的聚焦关注，为
下一步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作了良好铺
垫。

进博会顺应了开放型经济潮流，
“有利中国，更利世界”，也将推动重庆
高质量发展。首届进博会短短6天内
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5000余件
展品首次进入中国，重庆在这其中发
挥出应有的作为，也分享到世界开放
型经济引来的红利。据报道，参加第
二届进博会的国别、地区、国际组织和
参展商均超过首届，企业展两次扩容

仍报名火爆。“一览全球”的进博会平
台，让身处内陆的重庆消费者便捷享
受来自全世界的优质产品与服务，逐
渐提升高品质生活体验，不断增强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参与进博会为契机，重庆下一
步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建设等相关国
家政策，力争从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
通关便利化、压缩进口环节制度性成
本等角度拓展创新思路，持续放宽市
场准入，不断激发进口潜力，提升内陆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将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进博会，成
为重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同
频经济全球化步伐、助推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的重要平台。今年前三季度，
重庆实际利用外资65.47亿美元，外贸
进出口 4138.2 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
增长3.11%和12.3%；同期重庆企业以
新设、并购、增资等方式对“一带一路”
沿线 14 个国家的 23 家企业进行非金
融 类 投 资 备 案 ，企 业 数 同 比 增 长
21.1%、备案额同比增长449.9%……充
分利用进博会这个新兴的国际合作平
台，重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将有效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
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越来越好的进博会正在给世界带来
不断的惊喜。倍加珍惜进博会这个
交流合作国际化平台的重庆，立足区
位、生态、产业及体制等多方面优势，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以优质服务、高效
执行和广阔市场增强对外吸引力，必
将让更多优质国际经济主体携手重庆

“行千里，致广大”，朝着开放型世界经
济发展方向迈进，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进博会让开放的重庆更精彩
□朱芸锋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全球首家
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来了！11月7日，
京东在重庆举行发布会宣布，作为今年
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的最大“惊喜”，
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重庆店将于11月
11日0点正式开业。这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电器超级体验店，也是全球首个5G
信号全覆盖的电器体验中心，有20万款
产品供消费者选择，让消费者沉浸式体
验各种科技创新成果。

据介绍，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重庆
店位于金渝大道149号，由主楼和小楼
构成，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设有7大
专区、55个互动体验区。其经营产品包
括家电、数码、电脑、通讯等在内的各种尖
端、智能的新奇酷电器，同时还包含最全
的零售场景以及众多餐饮娱乐项目，全面
满足消费者逛、玩、触、买的不同需求，线
上线下的全面融合也让产品的深度体验
和购买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包括苹果、华为、英特尔、美的、海
尔、格力等在内的全球上千家顶尖电器
品牌悉数集结于店内，并通过品牌专厅
和主题体验区的方式将旗舰产品提供给
消费者率先体验。

京东表示，与传统的线下卖场不同，
超级体验店能够让电器产品“活”起来，
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深度体验与消费者深
度沟通，激发消费者的隐性需求，进而实
现家庭生活的消费升级。

今年“双十一”京东把火力集中到
了重庆。

11月11日，全球首个无界零售体
验店将在重庆开业，为市民带来专属于
这座城市的购物福利与体验。

重庆日报记者提前进店打探发现，
京东超级体验店内许多智能电子设备
均为“重庆智造”，甚至就在保税港区围
网内生产。

让生产更贴近客户，让产品更贴近
市场。

从京东超级体验店即将在渝开业，
隐约可见重庆保税港区这方面发展水
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为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提供无穷动力的功能平台，又再次启
动升级开放密码。

卖世界
智能制造强链补链增产扩能

今年国庆长假，重庆保税港区内的
加工贸易企业没有一家因放假而停产，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一定产能。

“在全球市场阴晴不定的现状下，
谁准备得更充分，谁就有发展机会。”重

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简称翊
宝）有关负责人说。

其实，这样的紧迫感不仅仅存在
于企业。10月22日，重庆召开全面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推进大会，提出加快构建全面开
放新格局，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

而在此之前，意识到智能制造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的重庆保税港
区，就鼓励区内加工贸易企业，追加对
智能制造的投入。

今年以来，重庆保税港区内的翊
宝、旭硕、纬创、仁宝4家加工贸易企业
总计投入4亿元资金，用于智能化改
造。这些投入使得重庆保税港区出
产的智能终端产品整体生产良品率
提升至 98.5%，平均降低生产成本
10%，生产效率提升30%，智能化改造
成效明显。

保税港区智能制造企业今年全年

预计生产智能终端产品 3400 万台
（件），同比增长 10%，其中，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智能穿戴等智能终端产
品产量占比超50%，产品结构不断优
化。

重庆保税港区助推翊宝开展智能
穿戴维修业务，实现重庆保税维修业态

“零的突破”。重庆保税港区还助推仁
宝与中移物联网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推
动飞力达自动化立体仓储正式投用，探
索5G场景应用试点；助力翊宝建成投
用16万平方米二期厂房，提升产能近
1000万台。

在这一系列举措带动下，2019年前
三季度，保税港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648.58亿元，同比增长23.2%，实
现工业增加值38亿元，同比增长21%，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878.01亿元，同比
增长22.3%。据海关总署两区协会数据
统计，重庆保税港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在
全国14个保税港区中排名第一。

买全球
跨境电商带动消费提档升级

京东超级体验店是重庆保税港区
引进的全球首个无界零售体验店，京东
将通过其强大的供应链引进国内外知
名品牌，为重庆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

其实，不仅仅是引进京东，重庆保
税港区抓住重庆作为全国首批跨境电
子商务试点城市机遇，推动跨境电子商
务快速发展，让重庆市民足不出户，就
可“买全球”，带动消费提档升级。

目前，包括阿里巴巴、考拉海购、天
猫、唯品会等国内名列前茅的跨境电商
企业均已落户保税港区发展，今年1-9
月，港区跨境电商实现交易额23.22亿
元，同比增长约17%，约占全市跨境电
商交易总额的62%，并在全市率先开展
跨境电商出口业务。

与此同时，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也完成升级，成为“一带一路”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进一步发挥窗口功能、贸易功
能、旅游功能，还在武隆建立分销点，同时
加速推动设立渝中、黔江分销点。

目前，“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已累计引入“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
品馆20家，经营进口食品、母婴用品、
保健品、服饰箱包、保健品等约5万个
SKU（商品品种单位），并已推动囊括名
包、瑞士手表、瑞士军刀、泰国乳胶制
品、工艺品、红酒、洋酒、进口食品等
1000个商品SKU进入分销市场，进一
步拓宽了进口商品的销售渠道。

一系列举措让重庆保税港区在
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一般进出口贸易
额约90亿元，同比增长29%。港区的
口岸辐射带动作用也进一步增强，2019
年1-8月，重庆保税港区实现海关监管
货值约175亿美元，占重庆海关监管货
值总量的39%。

汇人流
加速产城融合打造有活

力的“智慧港区”

京东超级体验店定位提案型卖场，
引进各种配套设施、营销活动、主题场
景和黑科技，以吸引聚集消费者。

这与重庆保税港区加速推动产城

融合的谋略高度契合。
“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即便再漂亮，

也就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即
便再高端，也只能‘空转’”。重庆保税
港区有关负责人说。

除了水港功能区京东超级体验店
正式营业，引进180余家国内外知名品
牌电器品牌入驻外，重庆保税港区还加
速推进一大批促进产城融合的项目：

如集购物、娱乐、教育、医疗、休闲
一体的中国摩（重庆）文旅项目落户保
税港区，其中，约48.8万平方米的核心
板块率先启动，打造全国首个“365天、
24小时、全恒温”的室内大型娱乐综合
体项目，项目预计2020年底完工。

又如依托“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创建全国第一家位于海关特殊
监管区内，展示“一带一路”国家商贸文
化特色的保税体验旅游4A级景区。

“重庆保税港区希望通过产城融合，
打造一个有活力的‘智慧港区’。”该负责
人说，目前，重庆保税港区的“智慧港区”
顶层设计已经完成，港区将加快打造物
联网管理平台、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GIS（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视频资源
管理平台等四大基础平台，推进智慧城
管、智慧社区、智慧通关、智慧招商领域
建设，为加速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升
级一个更加强劲有力的功能平台。

重庆保税港区悄然升级开放密码
——京东超级体验店即将在渝开业背后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
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博览会。采购，便成为各大交易团
参与进博会的重要议程。

本届进博会，重庆方面组织了32
个交易团参加，也签约了一批项目。
那么，本届进博会上，重庆交易团主要
采购了些什么东西？

医疗产品是重点采购领域

在重庆交易团举行的专场签约
中，医疗产品是主要的采购产品，不少
重庆的医院在本届进博会上收获颇
丰。

比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分别与佳能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签署协
议，将从两家公司采购X射线计算机
体层摄影设备（CT）。

再如，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
医科达（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
了采购医疗设备的订单；涪陵区中心
医院与豪雅株式会社、波科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签约，将采购纵轴超

声胃镜和施磨介入治疗仪；重庆市第
六人民医院将从通用电器医疗系统贸
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处采购CT设
备。

市卫健委方面表示，当下，人们对
医疗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医院
都有购买先进医疗设备的需求。本届
进博会前，市卫健委便组织医院等机
构与企业进行初步对接，起到了积极
的效果，也便有了本届进博会期间的
采购情况。

开放通道促进食品采购

11月7日下午，第二届进博会期
间，重庆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和阿根
廷商会在上海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重庆市冷冻食品
行业协会将从阿根廷采购1万吨牛羊
肉及海鲜冻品。预计在明年2月，将
有前期5000吨左右的牛羊肉通过海
运运至重庆。

事实上，以肉类为代表，本次重庆
交易团中，有不少采购订单都是食品
类。

比如，在重庆交易团专场签约中，
重庆锦上旭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
巴西的JBS SA公司签署进口去骨
冷冻牛肉的采购合同；重庆宏台祥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新加坡 kai-
may Trading Pvt Ltd公司签订
预包装食品订单。

另一方面，母婴产品等也成为本
次重庆交易团采购的“主流”。

11月5日，渝欧股份与世界婴幼
儿食品巨头达能公司签约，达成亿元
采购大单；11月6日，重庆尼尔森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澳大利亚南
极海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魔法灯国
际有限公司、澳恩公司签订了采购母
婴用品、婴幼儿奶粉的订单。

市商务委副主任许新成表示，随
着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加快，中
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等开放大
通道为重庆提供了更多物流选择，重
庆整体开放物流通道越发完善，这便
使一些商品能够更容易地进入重庆市
场。本届进博会上，肉类食品、母婴产
品的签约，便是一大体现。

汽车领域热度不减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在
本届进博会上，汽车类的采购也是重
要组成部分。

比如，重庆供销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在11月6日的重庆交易团专场签
约中，与ART改装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拟采购奔驰改装车、迈巴赫等汽
车整车。

汽车零部件采购，也是汽车产业
方面采购的重点。比如庆铃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与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签
约，将采购一批汽车零部件；长安福特
与福特汽车签署了7亿多美元的零部
件采购协议。

多个领域有收获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除了几大主
要采购领域外，重庆交易团还在多个
领域有了收获。

比如，以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为代表，在本届进博会上，采购了
一批铁矿石、生铁等原材料；重庆新红
旗缸盖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美国哈斯机
床的速控机床等工业产品。

此外，本届进博会上，重庆交易团
还签署了一些旅游产品。比如，市文
旅委牵头组织企业，在本届进博会上
进行了一系列签约，主要集中在旅游
康养产品、旅游线路资源产品等。

进博会上，重庆交易团采购了些啥？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

全球首家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落户重庆
11月11日正式开业，20万款产品供消费者沉浸式体验

重报时论

◀11月7日，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水港功能区的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
记者 张锦辉 摄

▲11月7日，体验者在沉浸式生活体验场景里玩摩托车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