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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如 2013 年第 15 届工发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利马宣言》所述，工发组织的使命是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工发组织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的目标被明确认可并
写入了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通过可持续目标 9，联合国成员国呼
吁国际社会“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工发组织认识到，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牢固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于实现发展成果十分必要。工发组织利用其
号召力将各成员国、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其他伙伴聚集在一起，开展重大活动，以交流传播知识和信息，
促进伙伴关系，并为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制定共同立场和行动计划。工发组织南南合作希望在促进联
合国系统内南南合作相关对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全球层面激励南南及南北工业合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发组织和中国当局的合作得到了系统性的加强，从而推进工发组织在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工作。在商务部的协调下，工发组织和中国其他部委保持密切合作，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以及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年来，工发组织和中国逐步扩大了合作范
围，在中国建立了若干联合中心和办事处。这些中心和办事处围绕工发组织的任务在关键领域提供国家和
国际支持，是组成工发组织大家庭的一份子。 

随着中国的发展，工发组织和中国合作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合作重点的一大转变便是从促进工业现代化和
经济增长转变为引进技术、设备、专业知识和投资，现在则是发展清洁能源和保护环境。五十多年来，工
发组织始终是中国的忠实伙伴。工发组织将利用其资源、经验和网络，推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
开，吸引更多优质供应商向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表示，工发组织关注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的新愿景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完全
契合。习主席强调，中国愿意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和原则与工发组织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本届进博会与工发组织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9 和 17 相一致。进博会
的成功举办将促进创造共同繁荣及提高经济竞争力。 

2.  工发组织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工发组织旨在通过南南合作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支持进博会，工发组织将为全球中小企业搭建合作与交流
平台，这将促进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岗位。扩大进口能够在物流、零售业等一系列领域创造就
业岗位。很多过去专攻出口的外贸企业会逐渐转型并扩大经营，特别是转型为经营进口，这将为专业人才
创造新的机遇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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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及设备进口能够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在技术的溢出效应下，中国
企业将迎来技术创新的契机，进一步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作为加强竞争和提高产品质量的一种手段，工发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在高质量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的背景下，本土企业将很难单凭简单的价格优势赢得竞争。相反，他们将会看到技术改进、质
量提升及品牌塑造所带来的好处。这将进一步促进公平、良性、充分的市场竞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精
神，激励各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促进信息流通和技术转移方面，工发组织力求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贸易往来困难。尽管各国优质
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对向中国市场出口具有浓厚兴趣，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国家监管信息的了解，出口商在
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巨大挑战。工发组织将帮助提高对中国质量监督体系的了解，分享最佳实践，以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从而扩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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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发组织 5 日活动（展台：5.2 号馆  H2） 

第 1 日: 电子商务和创新（2018 年 11 月 5 日） 

简介 

日前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呈上升趋势，对国际商业和贸易的内在机制产生了“积极且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自 2012 年以来，工发组织实施了一个金砖国家电子商务项目，重点通过电子贸易的发展与合作，推动金
砖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该区域合作项目（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合作）促进了金
砖国家之间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倡议”，工发组织制定了电子商务良好治理框架，指
导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如何按规则行事。工发组织还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合作，拟定了建立了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联盟的章程，为全球电子商务利益攸关方提供平台以供召集、讨论和实施促进全球电子商务
发展的战略和项目。工发组织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每年共同发布《“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报告》，重点
介绍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发展动态，促进国际社会知识交流。 

2018 年《“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不仅涉及金砖国家，还将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在上海举
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表。此外，工发组织与合作伙伴开发了线上电子商务培训课程，全面概
述了企业参与充满活力的电子商务部门所需的基础知识。金砖国家电子商务项目的众多产出，使得工发组
织成为国际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促进者。 

2018 年 3 月，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签署联合声明，支持贸发会议的“全民电子贸
易倡议”。从促进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工发组织正在上海试点两个关键项目：一是智能制造培训
计划，二是全球创新网络项目。这些项目响应了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的战略。“中国制造 2025”国家计划
将先进技术与传统制造相结合，旨在使中国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除了帮助提高对智能制造及其应用的认
识和传播相关知识外，工发组织的干预措施有望增加中小企业在其运营和生产制造中实施智能制造系统的
倾向。 

工发组织为提高各国的竞争力和贸易能力而领导的另一项创新举措，是在 2017 年成立上海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作为高技能专业人员对话与交流经验的知识中心和合作平台，探讨各种先进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
智能制造 IT、人工智能等。 

在进博会期间，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将促进和签署新的战略协议，以扩大创新和贸易能力。 

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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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00  电子商务 

14:00-14:10 介绍金砖国家电子商务项目及其成果 工发组织专家 

14:10-14:30 
介绍 EPEC促进 B2B电子商务的活动及其与工发
组织的成功经验 

中国石化易派客电商公司代表张苗苗 

14:30-14:50 
介绍多语言平台- 重点介绍工发组织城步减贫项目
对农业、艺术和工艺产品的推广 

山东智炎众益合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永刚 

14:50-15:00 与易派客、山东智炎的对接洽谈环节  

15:00-16:00 创新和数字发展——为了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包容和共享创新 

15:00-15:10 工发组织全球创新网络项目简介 工发组织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主任王根祥 

15:10-15:18 新能源项目签约仪式：纤维素燃料乙醇项目 
上海众伟生化有限公司 CEO 张士楚； 
上海能谷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CEO 刘晶博 

15:18-15:26 新能源项目签约仪式：海洋能发电项目 上海昊览新能源有限公司 CEO 张建洲 

15:26-15:34 
新能源项目签约仪式：氢燃料电池系统、燃料电
池汽车项目 

谷夫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 桂天骄；  
上海博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EO 沈建跃 

15:34-15:42 香港创新中心签约仪式 沪港科技创新基金代表高家广 

15:42-15:50 金融科技项目签约仪式 上海慧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朱凯申 

15:50-16:00 全球设计服务中心项目签约仪式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 

16:00-17:00 创新和数字化发展：智能制造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机遇 

16:00-16:20 
工发组织项目简介“智能制造技术及其在中小企业
中的应用” 

工发组织上海国际智能制造促进中心主任吴
玉刚 



6	
	

16:20-16:40 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 智能制造技术行业代表 

16:40-17:00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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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日: 质量基础设施（2018 年 11 月 6 日） 

简介 

工发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遵守国际标准。确保产品来源信息的产品可追溯性知识出口商为
进入外国市场而需要遵守的全球标准的一个例子。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和相关的工业支持机构需要开发符
合新管理标准的系统，因此他们需要在相关的能力建设、意识建设以及专有技术和信息的传播方面得到帮
助。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方面，工发组织通过制定质量相关政策、优化治理策略与方法及标准化认
证服务、增强合格评定能力、促进私营部门竞争力和宣传质量观念等途径来加强国家与地区的质量基础设
施（QI）。 

工发组织对质量基础设施采取系统性和基于市场的方式。工发组织采用需求驱动的方法来建设质量基础设
施，对私营部门和消费者需求着重关注。工发组织强调利益攸关方在各个阶段的全面参与，从质量政策和
治理咨询到加强机构和合格评定服务，以及支持私营部门满足国际标准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工发组织的方针侧重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培养重视质量的文化。工发组织根据特定的国家和区域价值
链分别发展质量基础设施，如水果和蔬菜（西非，中非），咖啡（西非，中非和东非地区），渔业（非洲，
亚洲地区），化妆品和汽车部门（拉丁美洲）。 

进博会期间，工发组织将介绍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方案尼日利亚项目——质量能力建设：在跨境贸易中建立
信任。 

由于尼日利亚制造的商品往往受到尼日利亚和国外许多消费者的负面看法的干扰，尼日利亚的一些中小型
企业因而热衷于强调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为了实现经济跳跃式增长，提升质量至关重要。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可以提高竞争力，从而降低贸易壁垒。因此，质量管理体系技能的提升使当地的人力资源能力得
以提高，以满足当地和国际生产和消费的需求，使市场准入更加容易。 

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10:00-11:00 尼日利亚 NQ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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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  

介绍尼日利亚 NQIP 项目成果 工发组织专家 

答问环节 

分发尼日利亚 NQIP 项目资料  

11:00-12:00 电子商务 

11:00-11:05 《“金砖国家+”2018 年电子商务报告”》发布致辞 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 

11:05-11:25 《“金砖国家+”2018 年电子商务报告”》发布演讲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 

11:25-11:35 报告问答环节  

11:35-12:00 介绍工发组织线上电子商务培训手册 工发组织国际顾问 Jaidev Dhvale 

14:00-15:00 尼日利亚 NQIP  

视频播放  

尼日利亚 NQIP项目关于建立贸易信任的成果介绍： 
对接尼日利亚出口方与国际买方 – 交易枢纽尼日利亚 

NERC（尼日利亚出口促进会）代表 

答问环节 

分发尼日利亚 NQIP项目资料  

16:00-17:00 视频播放  

介绍尼日利亚 NQIP项目成立的认证机构及相关机遇 NGCL和 IPAN-SOTLAN代表 

答问环节 

分发尼日利亚 NQIP项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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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日: 为可持续和高应变力的产业发展提升食品安全（2018 年 11 月 7 日） 

简介 

从消除饥饿到可持续工业化和保护自然资源，食品安全和农业企业发展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
内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食品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影
响使食品供应链变得更长、更多样化，从而也更复杂。鉴于安全食品的生产对公共卫生、粮食和营养安
全、贸易、旅游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供应链上参与食品生产和制作的各方，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要
遵循安全的食品加工和处理实践，这一点至关重要。食品安全的深远影响使其成为支持和维系经济和人类
发展的支柱，并成为卫生、农业和贸易三大政策议程间的纽带。 

因此，确定、促进和传播惠及食品和农业食品企业以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最佳实践，是工发组织执行其加
快和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发展这一使命必备的基本要素。工发组织的食品安全方法旨在帮助其执行相关
委任使命，组织相关领域的活动，由此工发组织能通过开展能力建设，以及提供建议和召集合作伙伴关系
等方式，来支持可持续和能灵活应变的食品和农产品企业发展。工发组织的服务集中在以下三个关键支

柱： 

1）通过有效的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的企业发展; 
2）通过将食品安全纳入更广泛的监管框架，国家质量和食
品安全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发展，以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
境； 
3）通过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地方，区域和全球伙伴关系以及
推动各利益攸关方间的食品安全对话和行动，促进食品安
全宣传和伙伴关系。 

在中国，工发组织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
研修学院共同执行了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项目，
并计划共同实施新倡议，重点加强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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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00 
展会议程：介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食品安全促进
方法——案例研究和开放讨论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
展官阿里 • 巴达内 

10:30-11:30 

展会议程: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
学院在中国提升食品安全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
学院代表 

11:30-13:00 
展示有关案例研究的文件，播放相关视频  

13:00-14:00 午休  

14:00-15:00 

展会议程: 工发组织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高级研修学院在食物安全能力建设领域的伙伴关
系——介绍目前进展和未来计划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
展官阿里 • 巴达内；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
学院代表 

15:30-17:00 

小组讨论：食品安全所需应对的全球挑战和全球应
对的最佳做法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
展官阿里 • 巴达内；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
学院代表 

 

第 4 日: 促进投资/中小企业网络（2018 年 11 月 8 日） 

简介  

工发组织和上海投资促进中心关于促进投资的方法和成功案例 

本次信息会议旨在概述工发组织促进服务的优先主题，重点是工发组织和上海投资促进中心在对引进投资
和技术项目进行指导时使用的工具和方法。 

几十年来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增加国内外投资可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工发组织因其协助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而得到广泛认可——这是产业进程的关键驱动因素，
推动了技术和体制升级，促进了知识转移并创造就业机会。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点燃并维持变革的潜力，使
社会能够与贫困作斗争，并实现经济繁荣。 



11	
	

当前，为了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的愿景，工发组织提供投资促进服务用以改善私营部门的商业和
投资环境，协助提高生产能力。工发组织的方案给予投资和技术机会，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高
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并实现系统性的竞争优势。通过其促进投资、技术和合作机会的全球网络，工发组织
力求通过加强企业和机构间的协同作用，使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独特的活力和灵活性。 

工发组织通过以下网络和项目提供这些服务：投资与技术促进中心（ITPO）网络、国家清洁生产中心
（NCPCs）、南南合作项目、分包合作伙伴关系交流（SPX）中心网络项目及其他。工发组织还通过其
全面的国家伙伴关系方案（PCP）支持产业投资。 

 

 

 

 

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内容 发言人  

09:30-10:30 工发组织和上海投资促
进中心支持投资和技术
项目的方法 

将强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经验，包括受益
的政府部门、合作工业园区和私营部门 

工 发 组 织 工 业 发 展 官
KRATZSCH, Stefan 

10:30-11:30 工发组织上海投资促进
中心的营商环境评估指
标体系 

引入评估指标体系和分享区级实施经验 工发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
心主任赵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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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工发组织绿色/生态工业
园和海外工业园区 

介绍工发组织绿色/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
和评估经验及方法。将突出相关利益攸
关方的经验，包括工发组织绿色工业平
台中国办公室、绿色技术银行及其他 

工发组织中国南南工业合
作中心； 
工发组织绿色工业平台中
国办公室及绿色技术银行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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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日: 农业工业园区（2018 年 11 月 9 日） 

简介 

全球化、全球市场扩张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提供机会，通过发
展农业产业增加农产品价值，以开拓国家和国际市场。建立工业园区是刺激国家创新和发展最有效和实际
的手段之一。农业工业园区专注于农业和畜牧业产品转型，是工发组织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任务
的战略措施，并协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对工业化重新燃起的兴趣以及来自成员国，特别是拥有充足耕地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工发组织最近一直致力于提供技术合作服务，以建立包括农业工业园区在内的各种工业园区。 

本次宣讲会旨在概述工发组织关于农业工业园区的重点主题，尤其是最近在非洲开展的项目。 

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内容 

09:30-10:30 工发组织和农业工业园区  介绍工发组织农业工业园区和农业基地的概念 

10:30-11:30 圆桌会议形式，围绕工发组织
在支持建立和实施农业工业园
区的进度进行 

将突出强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的经验，包括受益国政府机构、伙
伴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讨论小组包括： 
- 埃塞俄比亚驻上海总领馆 Monica ZHANG将分享她关于中

国对埃塞俄比亚综合农业工业园区的投资经验 
- 非洲开发银行 Chuma EZEDINMA将讨论工发组织与非洲

开发银行在非洲建立农业园区的伙伴关系 

14:00-15:00 信息视频 通过一部简短的影片介绍在非洲建立农业工业园区和农业基地
的过程及益处，工发组织专家将讨论所提供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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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发组织分论坛：促进贸易往来 服务美好生活——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贸易便
利化并推动高质量发展 

背景和主题  

质量基础设施是发展价值链和进入国外市场的关键  

质量基础设施对于验证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市场标准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降低贸易成本
并建立出口能力。事实证明，质量基础设施有助于技术转让，改善商业环境，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创
造就业机会。 

因此，建立或加强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是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繁荣经济道路的最积极和最实际的步骤之一。
它是繁荣、健康和福祉的基础，在促进和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与价值链和贸易量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s）特别是这些国家内
部的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对外国市场质量要求的认知，达到这些要求的生产、检验和证明能力也是不足的。
这些制约因素不仅阻碍了上述国家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还限制了其生产能力的发展和出口多样化的提升。 

工发组织始终是质量基础设施发展的战略伙伴 

40 多年来，工发组织一直在支持伙伴国家通过提高质量和遵守标准来提升竞争力。它通过有针对性地干
预措施开发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国家标准化、计量、合格评定、认证和市场监督能力以发展生产能力，
扩大出口基础并增加国内外投资。 

工发组织通过确定与质量相关的政策和良好管理战略，加强计量、标准化和认证服务，建立合格能力，提
高私营部门的竞争力和质量意识，加强国家和区域质量基础设施体系。 

1） 我们的方法是系统的，并且基于市场需求； 
2） 我们将受益人放在核心位置； 
3） 我们提供高效、经济、透明的服务； 
4） 我们整合全球最佳实践； 
5） 我们强调伙伴关系； 
6）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尊重性别平衡和平等，良好管理及可持续性。 

工发组织携手支持中国及其合作伙伴，促进贸易流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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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长。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是关键，中国消费者正
在为美好生活寻求更安全、更具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质量保证是进入这个有 13 亿人
的庞大市场的先决条件。中国的标准和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标准化、计量、合格评定、认证和市场监督）
在确保遵守技术法规和其他监管要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工发组织分论坛 

促进贸易往来 服务美好生活——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贸易便利化并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框架内，工发组织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质量基础设施的领头部门）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共同组织分论坛。分论坛包括： 

1） 旨在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有弹性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就如何应对非关税
壁垒带来的挑战进行对话； 

2） 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如何提高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能力，以及他们如何提高对中
国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在标准化、合格评定、市场监督和质量监督方面的认识，以及确保质量的最佳实
践； 

3） 展示工发组织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其质量基础设施，以及基于工发组织与中国政府在质量问题
上密切悠久的合作历史，这种支持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进入中国市场。 

如今，工发组织正与中国合作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在中国，工发组织愿意建
设一个质量基础设施培训中心，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质量基础设施合作。工发组织可以协助
中国政府、质量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强市场监督，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与合
作伙伴的贸易流动，最终有助于结构改革，满足中国人民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分论坛形式  

除了主题演讲和开幕式外，该活动分为两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来自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国家政府的高级代表将介绍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其价值链、生产力和进入国际市场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差距。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将取
决于为应对这些挑战，提高产品服务质量、符合标准和市场要求所付出的切实努力。 

活动的第二部分 ，发言人将就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实践的不同方面进行介绍和讨论。需要解决的主题包
括国际发展伙伴提供的与质量基础设施有关的技术合作；质量基础设施（例如标准化和合格评定）在促进
贸易和创新方面的作用；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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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贸易流动而制定的良好实践。此次发言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对中国监管制度的质量保障和监督的认识，
并提出符合监管要求的创新方法，促进进入中国市场。 

之后，主持人将邀请观众发表评论并提出问题，观众将被鼓励参与到活动中来。 

日程安排  

1） 主办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 
2） 承办方：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投资促进中心  
3） 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 09：40-12：00 
4） 地点：A2 会议室 

 
 

时间 主题  内容 发言人  

08:30-09:30 会议签到   

09:40-10:10 大会开幕  主持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际合作
司司长刘燕 

09:40-09:55 主旨发言  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 

09:55-10:10 主旨发言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 

10:10-10:40 特邀嘉宾
发言（每
人 10 分
钟） 

•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产业链价值和
进入国外市场方面面临的共同障
碍或挑战 

•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在促进贸
易和支持市场监管方面所起的作
用 
 

10:10-10:20 摩洛哥工业、贸易、投资
及数字经济部部长 Moulay 
Hafid Elalamy 

10:20-10:30 中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 

10:40-11: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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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主题对话 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实践 主持人：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际
合作司副司长韩建平 

7个发言人（每人发言 6 分钟，随后由主
持人提一个问题） 

通过建立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协调质
量保障体系，促进人类福祉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魏传忠 

为促进贸易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建立有弹性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 

工发组织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司长
Bernardo Calzadilla-Sarmiento 

加强在计量方面的合作，促进贸易便
利化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司长谢
军 

中国标准化体制改革及其对市场规范
和贸易便利化的启示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
司司长崔钢 

认证认可加强合格评定并有力支撑市
场监管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与检验检
测监管司司长许新建  

进入中国市场的实践与选择 惠普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及日本地
区总裁 NG Tian-Chong 

达能公司高级副总裁 Pascal De Petrini 

 问答环节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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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贸易与创新平行论坛 

简介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迅速改变着产业和经济发展，智能制造、
“互联网+”、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正在引领创新发展浪潮，各类新经济、新业态为全球经济
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新机遇。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探讨如抓住新技术革命以及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的
机遇，创新经济模式和合作方式，拓展贸易方式、激发贸易活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更安全、更公
平、更繁荣的世界。 

互动讨论问题单  

1.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新技术的应用为
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了哪些新趋势和新变化？ 

2. 产业结构是决定一国出口结构的根本因素，技术创新通过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带动了一国贸易出口
结构的优化，请问如何促进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提升各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来不断优化贸易结构？  

3. 数字时代的国际贸易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如何抢抓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贸易发展新机遇，为贸
易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如何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促进国际贸易转型升级？ 

日程安排  

日期：2018 年 11 月 5 日 

地点：中国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 号 4.2 号馆会议室 B 

 

时    间 内    容 嘉宾  

14:30-14:35 开    幕 
主持人：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国际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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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5:30 嘉宾演讲 

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 

外方企业家： 
三星电子会长权五铉 
瑞士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 Christoph Franz 
昕诺飞公司全球 CEO洪岸礼 

中方企业家：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 

外方学者：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becca Fatima  

中方学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15:30-15:50 茶    歇 

15:50-16:50 互动讨论 

16:50-16:55 现场互动 

16:55-17:00 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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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促进国际合作，刺激中国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口，推动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
展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新常态，进博会的召开是坚定支持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积极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的重大举措。它将促进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产
品和服务的进口，并加强南南及三角合作形式的经贸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受益于各
种进口产品的增加。 

进博会将提供一个鼓励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创新的平台，并将确保欠发达国家能够从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中受益。工发组织和进博会将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以确保真正的可持续性；例如，发布工
发组织与投资有关的报告，分享工发组织国家伙伴关系方案的成果以及通过电子商务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环境的可持续性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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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会展中心附近公共交通 

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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