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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 首届进博会特别报道

首届进博会今天开幕，包括国家展、企业展和经贸论坛

山山东东交交易易团团组组建建3311个个采采购购分分团团
本报上海11月4日讯（记者

张玉岩） 5日，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将
持续到11月10日。记者从山东
省商务厅获悉，山东已成立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山
东省交易团，共组建3 1个采
购分团。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举办，包括展会和
论坛两个部分。展会即国家贸
易投资综合展（简称国家展）和
企业商业展（简称企业展），论
坛即虹桥国际经贸论坛。

记者了解到，首届进博
会亮点纷呈。展品上，从食品
到药品，从电器到汽车，逾
5000件展品在中国首秀；交
易上，全国近4 0个交易团整
装待发，精准采购助力高质
量发展；科技上，100多项新
产品和新技术勾勒未来生活
图景；保障上，20多项便利化
措施落地；功能上，线上线下
互动，3 0个展示交易平台供
你我“买买买”。

4日，记者在博览会现场看
到，七大展区均已经布展完成。
一批漂洋过海的“明星”展品已
经摆在展台上，等待博览会正
式开幕。在高端装备制造展区，
一排机器手把车辆包围，静待
开幕式的好戏。在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来自伊比利亚最顶级

的火腿已经就位，还有来自澳
洲的红酒和奶粉。在服装服饰
及日用消费品展区，口红、香
水、面膜等化妆品已经到位，就
等参观者来试，还有乐高带来
的积木，等着与参观者做“你搭
我猜”的游戏。

据悉，山东也为此次进口

博览会做好了准备。记者了解
到，本次博览会山东省交易团
共组建31个采购分团，包括16
市采购分团和15个省直分团。
围绕进口博览会商业展设立的
七大展区，重点组织省内生产
制造、外贸进口、商贸流通、服
务贸易、餐饮和电子商务企业

注册报名。重点筛选注册资本
5000万元以上的省内大型企
业，通过短信平台发出邀请，鼓
励企业通过博览会进口先进设
施设备、优质日用消费品以及
引进先进技术、标准和管理经
验。

省交易团指导各交易分团
组织采购企业梳理分析展商展
品清单，引导采购商与有意向
的展商开展线上线下对接，对
已有合作的参展商，积极争取
扩大成交规模，同时用好博览
会平台，广泛接触新客户。

此外，11月6日，山东省政
府将举办以“至诚山东——— 新
产品新贸易新愿景”为主题的

“跨国公司选择山东新品发布
会暨进口签约仪式”现场活动，
省政府主要领导将发表主旨演
讲。届时，以跨国公司负责人为
主的外方代表，以浪潮集团、潍
柴集团等省内大型企业负责
人，省有关单位和各市主要负
责人为主的中方代表等300人
参加，开展嘉宾主题演讲、创新
产品推介、进口签约仪式等活
动。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原油进口额最大
肉类进口增速最快

根据青岛海关发布的山
东省1-9月份进口前20位主要
商品清单，前三就是原油、机
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除此
之外，农产品、铁矿砂及其精
矿、集成电路、粮食、水产品等
都在前20位的清单中。

从进口额前20位的货品
类清单来看，山东进口的货物
以资源类为主，多是工业原材
料和大宗货物居多。日常消费
品仅水海产品、肉及杂碎，其
中肉及杂碎进口额为65 . 1亿
元，同比增长61 . 5%，增幅最
大。

事实上，进口肉类在国内
的市场空间很大。中国（临沂）
跨国采购中心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助理李西琴介绍，此次
前往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
其中主要考察的一项就是进
口肉制品。目前跨国采购中
心在进口上只有红酒和食品
类，红酒主要进口地是澳大
利亚，食品主要是糖块和膨
化食品，主要来源于俄罗斯。
李西琴介绍，通过市场考察，
发现进口肉制品的市场需求
较大，也有上游客户想要进口
肉制品，这次前去进口博览会
主要就是想考察进口肉制品
的情况。

资源类依然是主力
与产业结构有关

其实，山东的进口结构与

山东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
关性。产业结构上，山东主营
业务收入排前列的轻工、化
工、机械、纺织、冶金多为资源
型产业，这反映在山东的进口
结构上就是排名靠前的多是
资源类货物。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区域经济所所长高福一介绍，
山东的“两个70%”就是说传
统产业占工业比重约70%，重
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约
70%，山东的化工产业规模较
大，产业链条上的加工企业对
原油有需求，所以山东的原油
进口量就成为进口最多的。而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山东的高
端消费相对短缺一些，这主要
涉及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高新
技术方面进口相对要多，关键
产品依然依赖进口。

对比上海海关今年1-9月
的数据，记者发现，其进口金
额排名前20中，除了机电产
品、高新技术产品之外，农产
品、水海产品、肉及杂碎、鲜干
水果及坚果、乳品、酒类等日
常消费品都在前20名当中，可
以看出，上海的进口结构可能
更偏重日常消费一些。

从巴西进口最多
韩国排第二

根据青岛海关公布的数
据，今年1-9月份，山东进口额
最多的国家是巴西。今年1-9
月份，山东进口总额6278 . 8亿
元，同比增长3 . 9%，其中排名
第 一 的 是 巴 西 ，进 口 总 额
732 . 575亿元，同比增长幅度
达到47 . 103%，其次是韩国，
不过从韩国进口的数量有所

下降，东盟位列第三。而去年
同期，山东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还是东盟，韩国第二，巴西第
三。

韩国一直是山东主要进
口来源地之一。记者了解到，
从韩国进口的商品，从货量上
来说，食品类最多，其次是化
妆品以及一些生活日用品，而
从货值上来说，由于化妆品的
单价较贵，化妆品的货值最
高。而自从中韩自贸协定签订
之后，韩国进口数额开始急剧
增长，直到2017年进口数额有
所下降，近几个月的数额在稳
定回升。

民营企业进口占六成
国企占一成

根据青岛海关发布的山
东省进出口企业性质总值表，
民营企业的进口量最大，约占
六成，为3882 .4亿元，同比增长
5 . 5%，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和
国有企业，国企约占一成。

在山东第一大进口货物
原油上，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
进口超9成，进口原油3236 . 2
万吨，增加3 . 7%，占进口总量
的90 . 9%；国有企业呈现下降
趋势，国有企业进口245 . 5万
吨，减少54 . 1%，占进口总量
的6 . 9%；外商投资企业进口
80 . 4万吨，增加2 . 2倍。

山东17市中，青岛当仁不
让成为进口量最大的地市，青
岛市1-9月份进口额1540 . 9亿
元，同比增长1 . 0%。其次是烟
台和潍坊，烟台的进口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出现了下降，下降
了5 . 9%。泰安、莱芜、枣庄是
进口量最少的三个市。

揭秘山东进口“家底”

进进口口最最多多货货物物是是原原油油
青青岛岛进进口口量量遥遥遥遥领领先先

作为进口大省，山东进口量最多的是哪些产品，最大的进口
来源地是哪里？记者整理2018年1-9月山东进口数据发现，原油是
这期间山东进口额最大的货物，而山东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是巴
西。山东的进口品类前20名中，日常消费类的较少，资源类较多，
这与山东的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进口总值前十位城市表（单位：亿元）

山东2018年1-9月进口情况概览山东2018年1-9月进口情况概览

◎进口前20位主要商品总值表（单位：亿元）

原油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农产品

铁矿砂及其精矿

集成电路

粮食

铜矿砂及其精矿

纸浆

初级形状的塑料

水海产品

未锻轧铜及铜材

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液晶显示板

煤及褐煤

天然橡胶(包括胶乳)

棉花

肉及杂碎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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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口口企企业业性性质质总总值值表表

33888822 .. 4411770044 .. 99

668844 .. 11

青岛 11554400 .. 99

烟台 996633 .. 77

潍坊 442244 .. 11

东营 885533 .. 66

威海 333322 .. 66淄博 338833 .. 99

日照 336622 .. 00

济南 222266 .. 33

滨州 338822 .. 22

菏泽 223344 .. 55

 4日

下午，进博

会各大展区

已 经 布 置

好。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葛数据山东

（（单单位位：：亿亿元元））

数据来源：青岛海关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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