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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况

•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

眼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宣示了中国推进

更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为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打造了有效载体。

• 展会时间：2019年11月5日至10日

• 举办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 主题：新时代，共享未来

•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

• 合作单位：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

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贸易中心

•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共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800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观众注

册参会，展览面积达36.6万平方米。交易成果丰硕，按一年及

以内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 企业商业展分设七大展区，包括一个服务贸易展区，以及六

个货物贸易展区：汽车、装备、科技生活、品质生活、医疗

器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分布



参展国别

•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企业参展。

• 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155家企业参展。

• 4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71家企业参展。

• G20相关国家的1909家企业参展。

• 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514家企业参展。

• 金砖国家的209家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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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企业

• 全球众多知名企业参展，包括288家世界500强企业和

行业龙头企业。

（以下为部分参展的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名单，按展区和展位编号排序）



首发产品、技术和服务

•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400项，很多是“全球首发、中

国首展”。如高速公务船，最高速度超过55节，船体设计代表

当今世界船舶设计和制造顶尖水平；高附加价值系列美容液，

进行皮肤的抗老化护理；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开启针对多种

癌症的创新免疫疗法；新一代氢燃料电动车，加氢3分钟，在

一代的600公里续航基础上，续航性能提高30%。进博会带来前

沿技术、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企业技

术进步需要。

（上图为部分首发产品）



展商联盟

•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由近百家来自世界各国和

地区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参展企业组成。

• 2019年5月9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座

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召开，展盟成员齐聚，为进

口博览会积极建言献策。

• 2019年11月6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商务晚宴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举行。期间，14家展盟成员当

场签约参加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观众及成交概况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

务院国资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共组织了39个交易团近600个交易

分团参会。

• 第二届进博会专业观众注册超过50万人，远超过首届，采购商

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交易成果丰硕，按一年及以内

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配套活动

• 进口博览会着力推进供需对接、贸易撮合，帮助参展

商和采购商加强展前展中撮合成交。

• 2019年6到8月，进口博览局在上海举办展前供需对接会，覆

盖7大展区，共有1000多家参展商和采购商对接洽谈。

• 展会期间，进口博览局主办、中国银行承办了大型供需对接

会。为期3天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的1367家参展商、3258家

采购商进行了多轮“一对一”洽谈，达成成交意向2160项。



配套活动

•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共举办380多场配套活动。其中，国家部委

的政策解读类活动12场，如：工信部举办“2019智能科技与产业

国际合作论坛”、民政部举办“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与健康大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关总署举办“新时代扩大进口与贸

易便利化高峰论坛”、国家药监局举办“中国药械监管政策交流

会”。国际组织中，世贸组织举办《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

版）》发布会，联合国工发组织举办《2020年工业发展报告》发

布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等。

各省市举办了系列招商推介、经贸洽谈活动，促进贸易、投资与

产业合作。新品发布平台共组织53场发布活动，推出多项新产品

和新技术。



配套活动

• 新产品新技术展示发布平台

• 作为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的突出亮点之一，自11月6日至10日，

新产品新技术展示发布平台共举办发布活动53场，形式包括

演讲、走秀、研讨等。其中，全球首发新品活动14场，亚洲

首发新品活动6场，中国首发新品活动33场，共计发布新品

70余件。

• 新产品新技术集中展示发布活动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连续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作为驻场媒

体全程录制、直播了展示平台的发布活动；解放日报、东方

网、第一财经、看看新闻网、东方网等媒体参与现场录制转

播。

• 整个活动期间，受邀参加本次活动的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专

业采购商、协会人士和媒体人员总数超过8000人，另有超过

30000名观众到场参观。



媒体关注

•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

家媒体、共计400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报名采访，全方位多角度

呈现了进博会盛况。

• 作为全球贸易展会盛事，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全

球媒体的关注，并引发热议。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美国

《华尔街日报》、英国路透社、法国《费加罗报》、德国之声

电台、西班牙《世界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每日

新闻》等国外媒体均对进口博览会进行积极报道，彰显进口博

览会的全球影响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媒体关注

• 从报道渠道角度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

在内的各大新闻媒体全力出击。据第三方舆情机构不完全统计，

自2019年1月1日至11月20日，全网有关进博会的报道量达约

1400000余条。

• 其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近3200余条，其中《新闻联播》播发相关报道80余

条；《人民日报》刊文470余篇，新华社通过《新华每日电讯》发布报道

240余篇，新华网（不含地方频道）报道5700余条。

• 在传播过程中，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网络新媒体的积极

参与是一大传播特色和亮点。网络新媒体在进口博览会的传播

中全面爆发，各个线上平台互动热络，广大网友积极转发、点

赞、跟评，进口博览会相关话题引爆民间舆论场，使得进口博

览会不仅仅成为专业观众的展会，更成为全民广泛参与的重大

活动。



重要嘉宾

• 共有国内外160个部级以上团组参会，境外副部级以上嘉宾超

过200人。

国家 团长 职务

法国 马克龙 总统

牙买加 霍尔尼斯 总理

希腊 米佐塔基斯 总理

塞尔维亚 布尔纳比奇 总理

意大利 路易吉·迪·马约 副总理

克罗地亚 扬德罗科维奇 议长

保加利亚 尼科洛娃 副总理

立陶宛 阿尔及尔达斯 副总理

塞浦路斯 西卢里斯 议长

亚美尼亚 阿维尼扬 副总理

卢森堡 埃蒂安·施耐德 副首相兼经济大臣

斯洛伐克 莱希 副总理

乌兹别克斯坦 加尼耶夫 副总理

境外国家元首或总理级、副总理级来访团组（部分）



展商回声

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 魏艾玛：去年有数十种新药获得批

准，使得更多中国患者从中受益，公司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

国在科研方面的合作。最近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和第

二届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和胸怀，中国

领导人也做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承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

舞。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全民健康，制订了长期的、全国

性目标，包括“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保证了政策的

稳定性。葛兰素史克将会继续加大与中国的合作，促进经济

与社会发展。

智奥会展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 奥利维尔·吉农：进博会精

准匹配了智奥会展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诉求。展会期间，我们接

触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山东、浙江、江苏、海

南、湖北等省市关于城市场馆资源合作运营、大型国际活动与

体育赛事落地服务、会展项目引进等方面的合作意向，为我们

接下去助力打造更多中国的国际会议展览与体育赛事目的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关键市场信息。

达能秘书长兼执行总裁 欧阳伯堂：第二届进博会吸引了更多

的参展企业和采购商，显示这一平台影响力日渐提升。达能

坚信，进博会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消费升级，满足中国人

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达能已签约2020年进博会，

期待明年将更多世界各地的新理念、新科研、新产品、新服

务、新时尚通过进博会平台带给中国消费者。



展商回声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 冯思翰博士：此次亮相本届进博会的

产品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型，充分展示了集团在中国电动出行领域

的发展成果。与此同时，通过提升集团研发能力、强化智慧出行

生态系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将继续不懈努力，助力中国向

更可持续的未来转型。

蔡司大中华区总裁Maximilian Foerst：蔡司正亲历中国与世界

各国经济融合的关键时期，深切感受到中国市场开放进程的不断

推进和营商环境的日益优化。我们将继续把握进博会这一共商共

议、共谋发展的平台，与全球产业链无缝衔接，将更多技术创新

汇集中国市场，并切实加强与各界合作伙伴的深度交流合作，在

互利共赢中实现更大发展。

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盖尔克：开放的中

国给了我们更大的商机，进博会的舞台给了我们更广阔的展示

机会。进博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进口贸易的重视，这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开拓区域市场、深化销售渠道。中国市场在博西家

电全球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未来，我们将借助不断优化的营

商环境，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将更多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带给中国消费者。

欧莱雅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费博瑞：第二届进博会更加

丰盛的硕果再次印证：中国机遇就是全球机遇，未来的中

国将是浩瀚无际的机遇之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在海大鱼大和越来越开放的营商环境中，寻求创新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一定会在中国“如鱼得水”。



第三届邀请

•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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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国际社会参与热情高涨，全球知名企

业纷至沓来，新产品新服务精彩亮相，交流活动丰富多

彩，展会成效彰显国际一流水平，实现“越办越好”，

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大。

• 中国政府诚挚邀请各国政要、工商界人士，以及参展商、

专业采购商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们愿同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一道， 将进口博览会持续打造成

国际一流的博览会，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共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