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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66日日，，新西兰国民品牌高峰论坛部分与会嘉宾合影新西兰国民品牌高峰论坛部分与会嘉宾合影

2022上海进博会
“新西兰国民品牌高峰论坛”举办

11月6日，为庆祝中国新西兰

建交50周年，“新西兰国民品牌高

峰论坛”作为上海进博会重要配套

活动顺利举办。

高峰论坛由国际展望联合会

（NEXT Federation）、新西兰中国

商业圆桌会议（NZBRiC）共同主办，

携手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战

略合作伙伴，邀请中新双方重量级

嘉宾出席并开展高峰对话，发布

“2022走进新西兰国民品牌”成果报

告，宣布“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第

二批入选品牌，通过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新西兰国民品牌在华发展。

中新建交50周年
大咖齐聚送祝福

今年是中新建交50周年，这是

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

双方回顾总结、规划双边关系未来发

展提供重要契机。中国商务部原副

部长姜增伟、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

（Clare P. Fearnley）、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新西兰驻

上 海 总 领 事 黄 桥 进（Stephen

Wong）、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政府副

市长苗文斌、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

议主席伊丽莎白·里德（Elizaberth

Reid）、国际展望联合会常务理事长

赵英祥（William Zhao）以及佳沛国

际集团大中华区执行总裁蒋时杰

(Michael Jiang)、银蕨农场中国区

总经理王臻（Alex Wang）、宜水环

境总经理章卫军、乐淇苹果中国区市

场经理胡欣、百碧祺酒庄中国销售经

理蔡磊、“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共同

倡议人金世理（Ivan Kinsella）在开

幕式环节表达了对中新建交50周年

的美好祝福与新的期待。

国民品牌高峰对话
共商在华新发展

在主题为“创新、合作与可持续

发展的50年”的主旨演讲中，中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姜增伟、新西兰驻

华大使傅恩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会长曹德荣、佳沛国际集团

大中华区执行总裁蒋时杰、皇后镇

旅 游 局 CEO 迈 特·伍 兹（Mat

Woods）等嘉宾代表分别作出精彩

的主旨演讲。

姜增伟表示，中新建交 50 周

年，在两国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50年来，两国坚持互信互利互

惠，双边关系始终走在中国与发达

国家前列，创造了多个第一，这是值

得我们骄傲和充分肯定的，也为进

一步增进双边合作加强了信心。

在主题为“国民品牌的挑战、机

遇与担当”的圆桌高峰对话环节，

佳沛国际集团大中华区执行总裁

蒋时杰、银蕨农场中国区总经理王

臻、宜水环境总经理章卫军、乐淇

苹果中国区市场经理胡欣、百碧祺

酒庄中国销售经理蔡磊共同探讨

国民品牌的责任所在和未来发展

空间。

论坛上，浙江省玉环市与新西

兰中国商业圆桌会举行签约仪式，

推进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议与玉

环开展贸易、投资、文化等多领域深

度合作，加快建设“开放玉环”和花

园式港口城市，助力打造浙东南地

区重要发展极。浙江省玉环市委常

委陈彬与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议

主席伊丽莎白·里德签订谅解备忘

录，蒋时杰向玉环市委书记周阳赠

送锦旗。

发布成果报告 四大品牌入选
“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

本次高峰论坛上，由新西兰具有

150多年历史的Lane Neave律师事

务所发布了“2022走进新西兰国民品

牌”成果报告。报告指出，中新两国始

终坚持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原则，增进

双方互信，共同应对全球风险挑战，努

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继恒天然、佳沛、皇后镇和银蕨

农场成为2020年首批入选“新西兰

国民品牌工程”的成员之后，本次高

峰论坛宣布了“新西兰国民品牌工

程”第二批入选品牌，分别是The

Warehouse、宜水环境（Ewaters）、

乐淇苹果（Rockit Apple）及百碧

祺酒庄（Babich）。

（文 言）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

拉开序幕。作为新西兰奇异果的唯

一出口商，新西兰佳沛公司已经连

续五年参展。

今天，中国已经是新西兰最大的

贸易伙伴。作为进博会的重要参展

国，新西兰共计有超过200家企业参

加了前四届进博会。本届进博会上，

新西兰参展商展出乳制品、葡萄酒、

肉类、蜂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天然

保健品和高品质的日用消费品等。

新西兰佳沛公司市场首席执行

官琳达·米尔斯（Linda Mills）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从第一届进博

会就开始参与，我本人也参加了第

一届进博会。在进博会上展示我们

的品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更重要

的是借助进博会平台，我们得以与

合作伙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

期待能与其建立联系，并在中国拓

宽水果交易渠道。”

佳沛连续五年亮相进博会，也

使得佳沛企业生态圈愈加完善。佳

沛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奇异果品牌

营销公司，也将协同生态圈内各个

合作伙伴，当好桥梁纽带，充分发挥

产业和技术优势，着力促成佳沛生

态圈重点领域的投资合作。

1997年，新西兰果农正式创立

了佳沛品牌，并由佳沛公司统一负

责在全球的营销工作。两年后，佳

沛来到中国。随着中新自贸协定的

深入执行和中国消费者对进口水果

多样性需求的不断增长，近年来，佳

沛奇异果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日趋优

异。佳沛的目标是在2025年全球

销售额达到45亿新西兰元，预计中

国市场将占据全球销量的四分之

一。

佳沛在中国深耕二十多年，得

益于中国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

和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时，

佳沛在中国水果产业中的影响力也

得到不断提升，受到了广大中国消

费者的青睐。自2016年佳沛启用

自营进口模式至今，已先后与中国

供应链建立起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真正实现扎根中国、返利中

国。

今年是中新建交50周年，2004

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

易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

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16年11月

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于

2019年11月完成谈判。去年1月，

双方正式签署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

定书，于今年4月7日正式生效实

施。

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几天后的

4月10日，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大麦

屿港，满载5622吨新西兰奇异果的

“星灵号”（STAR SPIRIT）2201B

次散货船如约靠港。

由此，中新双方的货物、服务、投

资等更广阔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更

加便利、优化的贸易与营商规则也将

进一步提升。包括小小“阳光金果”

在内，中新双边经贸关系在更多领域

翻开了全“鲜”合作的篇章。

面对全球市场，为满足日益增

长的全球消费需求，佳沛实现了全

年不间断出口，开展了全球离岸种

植供应项目部署，以期全年12个月

都可以提供新鲜健康的奇异果。目

前，佳沛每年向全球70多个国家和

地区销售约1亿箱奇异果。

当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如何有效实现企业生态圈的完

善与升级成为重要课题。佳沛自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多年来在中国的

发展愿景不仅是成为知名的水果销

售商，更希望携手中国本地种植者

和产业链伙伴，打造佳沛生态圈，共

同促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早在疫情伊始，佳沛就严格落

实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强有力的防疫政策，加强出口奇异

果的食品安全。同时与中国政府紧

密合作，在中国区供应链全过程实

施额外的核酸检测和消毒工作，进

一步保护消费者。

与此同时，佳沛通过持续推进

市场拓展工作，注重客户关系开发，

以及加强与零售渠道的不同合作形

式，让产品和营销服务更加贴近终端

消费者，将新鲜优质的佳沛奇异果更

便捷地提供给更多地区的消费者。

佳沛首席执行官丹·马斐森

（Dan Mathieson）表示，未来，佳沛

将继续凭借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的优

势，践行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承诺，为

本地社区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 言）

连续五年亮相进博会
佳沛持续升级企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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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国际盛会中，我们遇见一个怎样的

杭州？

以特色平台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杭州——

在杭州亚运会主题馆，亚运色彩“淡妆浓

抹”，亚运的筹备动态和美学理念一览无遗，

这是杭州亚运元素第三次登场进博会。杭州

亚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进博会这

一国际性平台，推广亚运文化，进一步提升亚

运品牌影响力，向世界展示杭州亚运会“中国

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筹办

工作成果。

随着“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揭

开神秘面纱，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作为全国

13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唯一代表、对外开放

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馆精彩亮相。展厅通过提

炼杭州在打造“跨境电商全国第一城，全球第

一流”目标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成果，凸显全国

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风貌。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缘何能脱颖而出？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给出答案：十年来，杭州跨

境电商交易额增长857倍。杭州跨境电商综

试区集聚全国三分之二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平台和头部直播企业、平台、主播，跨境支付交

易额占全国七成。

以科技成果显示发展实力，这是一个数字
先行的杭州——

在浙江馆，7家杭企的十余

件高科技产品吸引不少人围

观。首例承担重大试验任务的

应用型皮纳卫星、来自浙江长龙

航空的“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号、100%自研自产核心元器件

并拥有全球领先量产能力的悠

行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拥有

惊人100000：1高对比度的消费

级 AR 眼 镜 Rokid Air &

Rokid Air Pro 等等，一系列

“硬核”成果，让人看见“数智杭

州”的前沿力量和无限可能。

将目光转到展馆，本届进博会杭州邀请了

松下电器、福特汽车、赛诺菲、巨星科技、贸点

点等在杭企业的全球总部或境外合作伙伴，在

技术装备、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消

费品、汽车等展区亮相。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携手其波兰合作伙

伴在8.2馆设立展台。“从首届开始，米奥兰

特就与进博会共成长。2018年我们的主

题是‘展览让贸易更简单’，全力推广境外

自办展；2019年主推网展贸，用数字外贸

让展览更加精准高效；2020年推出无接

触情况下的数字展览；2021年是推广

‘数字+境外实体展’双线展，助力国际

经济恢复；今年我们进入了数字展览

的元宇宙。”公司副总经理王炳文表

示。

以活态人文激荡千年宋韵，这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杭州——

13家杭州老字号及非遗文化

传承企业成为“灵动浙江”展区的

一大看点，世界级非遗杭罗织造

技艺，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西

湖绸伞，省级非遗九曲红梅红

茶制作技艺、绿茶制作技艺

（西湖龙井）以及市级非遗美

如意旗袍等纷纷亮相，与姚

生记、喜得宝等中华老字

号同台辉映，从不同切面

展示一个独特韵味别样

精彩的世界名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开放汇合作之力，是杭州坚定不移的发展路

径。今年前三季度，杭州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5811

亿元，同比增长8.1%。

借进博东风，绘开放新卷。杭州将一如既往坚持

“八八战略”不动摇，深度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深

化对外开放，争当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的排头兵。

杭州：开放共“进”长风万里
■ 祝之君 齐思 吕斌奎 王 聪

黄埔江畔，进博会的开放之风温暖世界。11月5日至10日，第五届进博会如约而至，向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和“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决心。

这是一趟共享世界机遇的合作旅途，也是杭州更“进”一步的开放征程。本届进博会，杭州组织了3000余家单位、
7000余名专业观众参会，深度参与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在开放大潮里与世界共“进”。

透过进博会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杭州贸易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一个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水平开放
为目标的杭州，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道，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杭州元素独特韵味足闪耀进博

掘金进博
采购引资合作成果丰

如果说进博会上亮

相的杭州元素，勾勒出一

道道人文交流的“风景线”，

那么杭州企业的采购签约

则演绎了一场场合作共赢的

“经贸大戏”，掀起的热潮一浪

更比一浪高。

本届进博会一开幕，杭州

“买手团”的身影就活跃在展会

中，开启“买买买”模式。11月5

日，在2022中国浙江国际数字经

济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峰对接会上，

迪安诊断当场下单3000万美元，向

罗氏诊断采购体外诊断、生化免疫以

及器械试剂等，采购的设备将主要用

于大量样本检测等。

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以来，迪安

诊断作为浙江省生物医药企业代表，已

连续5年与参展商签约。

“回顾这五年，进博会不断加速优秀

国际产品的引入，大大拓宽

和优化了迪安诊断的采购渠

道，并加速公司与国际先进的

技术接轨并进，同时也提升了

迪安诊断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

知名度。”迪安诊断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迪安生物”在海外已

取得20个产品的CE认证，产品外

销到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进口商品的前沿触须，电

商成为杭州一支重要的采购力量。

杭州你好世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罗

斌已经是进博会的“五届元老”。2020年公

司在进博会上达成采购额2800万美元，

2021年达成采购额1800万美元。

本届进博会，你好世界与新西兰国民儿

童营养专家Little Umbrella 小小伞达成

2000万美元采购订单。“我司主营进口，一

年进口额在20亿元左右，进博会与我们匹

配度极高，已经成为我们与国外品牌洽谈合

作的一个重要平台。”罗斌表示。

世界各地的商品将杭州“购物车”装得

满满当当，也见证着杭州扩大进口、提升产

业、满足群众高品质消费的行动和决心。

进博会带给杭州的远不止此——5日，

杭州在高峰对接会现场还签下3个重大外

资项目，分别为拜耳作物科学杭州项目、福

布斯中国项目、涂鸦信息增资项目，总投资

额6.9亿美元。老友新朋汇聚，“展品变商

品”“展商变投资商”的故事频频上演，显示

出杭州强劲的“磁吸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