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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争相“露脸”
产博会带来诸多利好

在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一座面
积超 12000 平方米的博览会展馆内，
一场好戏正在上演。

这是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第二届产
品交流博览会，大戏“主角”是南京市
江宁区中汽创智、南瑞集团、菲尼克
斯、T3、华为等近千家国内知名企业，
他们在展馆内各显神通，带来自己目
前最新的发展成果。在洽谈区，还有
企业在路演、洽谈。组委会相关人员
介绍，相较于往年，本届博览会全面提
质升级，面积较上届扩大近3倍，整体
展品规模扩大，展出包含工业品、民品
在内的产品近万件。

现场，一款一体化交互体验 VR
设备吸引观众驻足。“除了游戏体验
感很好之外，它还可以应用在很多学
习课堂领域。”设备提供商李万介绍，
最近南京大力倡导垃圾分类，该设备
屏幕上展示多种不同的垃圾，体验者
可以用手柄抓取，扔到不同类别的垃
圾回收箱，扔对了加分，扔错了扣分，
可以对垃圾分类进行趣味性宣传。

记者逛展发现，许多企业、园区在
自己展区又划分出多块小区域，尽可
能让更多企业和产品在产博会上展
览。企业、产品争相“露脸”，源于第一
届产博会的强势带动。“第一届产博会
带来的利好吸引着众多企业，他们纷
纷追问是否还有下一届。”南京市江宁
开发区企业服务部负责人朱瑾娟告诉
记者，本届产博会开办前曾广发“问询
帖”，约 300 家企业有意向参展，可到
开幕参展时，各企业又“衍生”出大大
小小的企业，“展台上满满的产品，正
是企业心中的诉求。”

同时，展会还对接补链强链要求，
专门设置产业链展，聚焦软件和信息
服务、新能源汽车、新医药与生命健
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电网、轨
道交通、智能制造装备等十大优势特
色产业链，展品涵盖行业上下游所有
品类，精深工业展品及民品领域，呈现
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有效对接融合。“这是首次
创新规划布局产业链展，展品涵盖行
业上下游所有品类，精深工业展品及
民品领域，呈现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朱瑾娟说。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
会祺表示，本届展会是江宁开发区推
进畅通国内大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积极探索，是落实南京链长制部署、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有力行动，是服务企业发展、做好

“六稳”、落实“六保”的务实举措。

园区邻居“相见恨晚”
现场对接忙不停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园区内企业相
互交流的机会，没想到江宁开发区给了
我们这么大阵势的展览会，完全超出期
待！”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裁缪竞红没有想到，连续举办两届的产
博会，竟源于平时她和上门调研的江宁
开发区工作人员提的几句建议。

“我们做企业服务时发现，有的企业
到外地找供应商和市场，却忽略了家门
口的合作伙伴。还有企业希望在园区内
部形成生态联盟，‘抱团取暖’。”南京市
江宁开发区有关人士透露，办展的初心
源于打破园区内企业之间高高的围墙，
让资源流动起来

“新设备能更好分配企业工业资源，
在产品生产和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实现优
化；使用高级语言编程，企业用人更容易
上手⋯⋯”菲尼克斯技术工程师周培介
绍说，该项新设备在持续完善后，正要广
泛投入市场，将有效为智能制造提供解
决方案。“这次展会是个契机。”周培告诉
记者，博览会开幕后，她已经和好几拨客
户洽谈，其中有一半是园区“邻居”。

“此次参展，我们携基于苏畅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智慧产业解决方案盛装亮相
博览会，与一同参展的南瑞集团、华为、
菲尼克斯等企业品牌联动，共同促进江
宁开发区上下游配套企业交流合作，激
发创新活力。”朗坤苏畅市场部负责人潘
惠梅介绍，几天的展览，已经实现“1+
1＞2”的聚合效应。

产博会现场，杨恩毅的身影穿梭在
各参展企业间，不时进行交谈，目标清
晰：一是学习交流；二是寻找合适的制造
企业进行招商承接。辽宁鞍山高新区
17 家企业组团前来，杨恩毅是园区招商
局负责人。“逛了一早上，发现不少合适
的企业，正在努力牵线，撮合鞍山与他们
的‘缘分’。”他说。据介绍，此次展会还
邀请了重庆万州经开区、西藏拉萨经开
区、河南潢川经开区、鞍山高新区、淮安
高新区等东中西部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合
作园区组团参展，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中
助推产业要素自由流动。

这场产博会不仅是园区内部企业
的联欢，还请来了大批产业链“远邻”。
产博会期间，每天都有来自我省各地的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对接。南京市江

宁开发区负责人表示，除了打破园区内
企业间的壁垒，还希望拉长做粗全省相
关产业链。

专家学者论道
主题论坛共探产业融合创新

除了展品陈列，为期五天的产博会
还举办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智能电
网、智能制造、科技服务等多场主题论
坛，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组
织20多家优秀企业开展企业路演，充分
交流行业观点、展示企业风采。

在华为工业互联网国产化高层论
坛上，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华为及行业专
家齐聚一堂，探讨工业互联网国产化的
创新发展之路，为园区工业互联网发展
谋篇布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投资促进
局局长孙磊表示：“近年来，江宁开发区
工业互联网发展位于全省同级别区域前
列，成为江宁开发区推动产业改造提升
的重要一环，是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关键落脚点。”

华为云产业发展与运营部总经理李
鹏程分享了华为在工业智能化中的实
践，他介绍，华为云通过融合打通工程数
据流、生产信息流、生产工艺流，构建技
术核心竞争力，实现“2015 年每条手机
生产线需要 97 人到 2020年只需要 14
人”的效率提升。

新能源汽车主题论坛上，江宁开发
区绿色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正式成
立。“绿色智能网联汽车将迎来新一轮
的发展机遇期。”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俞旭东介绍，实现我国汽车
产业由大变强必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技术正是重中之重。
为此，中国一汽、东风公司、长安汽车和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投资了
160 亿元成立了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
司，聚焦智能电动品牌、氢燃料动力、智
能网联三大业务能力，通过自主组局入
局多种创新方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
快速突破和高效落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学术委员会成员杨裕生建议，电动
汽车和动力电池必须坚持安全第一，政
府层面在制定鼓励节能减排政策的同
时，不鼓励极速提高电池比容量，从而降
低电池危险性；企业层面要目光放远，自
主选择技术路线，加大废电池处置量、减
少能源浪费。 本报记者 张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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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系车型享2年零利率、
镂空剪纸现场展演、红酒牛肉最低五
折⋯⋯12 月 7 日，在 2020 南京江宁
开发区企业产品交流博览会上，记者
关注到，产博会围绕稳增长、扩内需、
促创新，将产品与场景、线上与线下、
展示与销售相融合，通过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演艺形式，增
强展商、企业、参展各方的互动性和
体验感。

“早就听说西藏的藏红花能够活
血化瘀，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西藏，
网购又怕买到假的，这次在家门口遇
上了，开心！”在西藏拉萨经开区展览
区，南京市民王千峰买了 5 包藏红花
带给家人。“去年第一届产博会我就
来观展了，今年一直关注着等第二届
开幕。”王千峰说，作为普通市民，产
博会带来了各种好玩的产品，他期待
下一届产博会带着全家人一起观展。

为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围绕稳增
长、扩内需、促创新的需求，贯彻落实
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新都市“四
新”行动政策，本届产博会还举办遇
见“宁”生活集市，集市划分为江宁非
遗区、园区商品销售及文创展销区、
古方美食区、互动区等多个区域，充
分将产品与场景、线上与线下、展示
与销售融合，打造“展、赏、玩、购、尝”
一站式体验，从而吸引众多市民、游
客及文创爱好者驻足。

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还设置了
40 个民生企业展台，企业拿出低于
市场价的商品做工厂直销。“比利时
进口巧克力、法国红酒、进口零食通
通打九折！”在二楼“民品集市”展区，
江苏海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员
李女士在使劲吆喝。“购买产品的客
户数量要比想象的多，半天不到就开
始补货了。”李女士说，休息的空隙，
她还去其他展台买了不少货品。

此外，遇见“宁”生活集市还引入
大批量优质的演艺资源，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技术相互紧密结合，数十种
演艺形式轮番上演，在传承与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展现新
时代科技创新魅力。 （张 宣）

促消费扩内需稳增长

江宁打造
“宁”生活集市

本报讯“此次带着董事长的嘱
咐，为公司找生产基地分会场。”12 月
7 日，安徽客户王安康站在 2020 南京
江宁开发区企业产品交流博览会的

“惠企墙”前详细观摩上面罗列的南京
市人才安居政策及企业扶持政策。

在三层展区内，每层都有一面“惠
企墙”，各类政策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获
取详情和联系方式。“我们以前的注册
地址在浙江，后来被南京江宁的政策
吸引落户于此。”南京小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经理李伟开门见山。作为
小米生态链企业，小沐电子研发出智
能马桶盖、燃气热水器、花洒淋浴套装
等卫浴设备。“参加展会是希望和上下
游产业链企业建立很多的合作。”李伟
说，江宁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非常
好，光在江宁开发园区内就有不少电
子核心部件的供应链资源，对接非常
便利。

李伟告诉记者，江宁开发区还提
供了 300 多平方米的研发场地，第一
年的办公场地租金减免，还有税收优
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对
企业的孵化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招商引资拼政策的同时，南京市
江宁开发区还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据介绍，南京市江宁开发区
还打造了企业产品博览会、新产品发
布会、企业发展陪伴计划、向日葵等
服务平台和营商品牌，推动江宁开发
区营商环境在江苏省 116 家开发区
位列首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张 宣）

“惠企墙”,
背后信息量巨大

12 月 8 日，2020 南京江宁开发区企业产品交流博览会

落幕，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近千家企业带着近万件产品在

园区搭建的平台上集中展示、寻求合作、推动共赢。

本届产博会以“‘宁’心聚力 科创未来”为主题，由南京

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指导，南京市商务局、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共同主办，活动以“展示企业风采、架设合作桥梁、服务企

业发展”为目的，促进南京江宁开发区上下游配套企业交流

合作，激发创新活力，助力构建“双循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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