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对话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蔡簦合：
进博会让新加坡企业更快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

探索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方超 石英婧 上海报道

“用进博会作为平台，让新加

坡企业能更快更容易地进入中国

市场，对新加坡企业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总

领事蔡簦合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道。

在11月5日～10日于上海举办

的第五届进博会上，有50家新加坡

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5家，而1294

平方米的展台面积包括服务贸易、食

品及农产品和消费品等多个展区。

连续第五次参加进博会背后，

凸显了中国与新加坡紧密的经贸

往来关系，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9

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去年，新加坡再次成为中国最大的

新增外资来源国。

在专访过程中，蔡簦合除了强

调进博会对于新加坡企业的重要

性，以及中国和新加坡紧密的经贸

关系外，亦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绿

色经济、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发展将

为新加坡企业带来机遇。

蔡簦合同时认为，新加坡企

业一向对投资长三角区域保持较

为积极的态度，作为新加坡企业

的投资重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的实施，也将为新加坡企业的未

来发展提供新的商机，其希望进

博会平台能“帮助更多新加坡企

业来这里投资”。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进博

会在促进中新经贸当中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

蔡簦合：中国对包括新加坡在

内的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出口市场，2021年新加坡和中国的

商品贸易总额就达到了1643亿元，

在所有贸易伙伴当中高居第一。

这充分显示了新中两国之间非常

紧密的贸易关系，新加坡企业会继

续把中国视为投资和拓展的主要

市场之一。

我也了解到中国向来是欢迎

外国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和兴业

的，进博会就是中国继续向世界

开放的很好的信号。我们可以看

到很多新加坡展商以进博会作为

平台，把他们的产品介绍给中国

消费者。用进博会作为平台，让

新加坡企业能更快更容易地进入

中国市场。

《中国经营报》：今年有50家新加

坡企业参加进博会，比去年增加了5家，

今年参展企业有哪些亮点？进博会给

新加坡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

蔡簦合：今年是新加坡企业第

五次参展了，新加坡企业希望在今

年进博会上分享他们的产品。今

年参加进博会派了50家企业，其中

有24家是首次参展，和去年相比我

们增加了5家企业，参展面积增加

了44平方米，主要是服务贸易这方

面占比比较多，有23家，其次是食

品和农业，有19家，消费品展览区

我们有8家，蛮大的规模。

《中国经营报》：新加坡和江苏、

浙江等华东地区经贸往来一向很密

切，2021年新加坡和江苏省进出口

贸易总额达到156亿元，占新加坡和

中国双边贸易的六分之一。在你看

来，新加坡和华东地区未来还可以在

哪些方面加强经贸合作呢？

蔡簦合：在中国双循环战略

下，国内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既可以为新加坡企业带来

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更多的发展，

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商机。正如两

国领导人 11 月 1 日在新加坡举行

了第18次新中双边合作联委会会

议，两国领导人在经贸合作方面达

成了许多共识，包括把双边合作继

续聚焦于数字和绿色经济领域。

中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将为新加

坡特别是那些注重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的新加坡企业带来机遇。

另外，中国对数字化经济的推

动也意味着更多新加坡企业在这

边能发展他们的市场。此外，在生

物医药方面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

领域，通过在苏州设立一个新科园

企业合作中心，协助孵化一些生物

医药和其他高科技公司，让他们可

以在国内拓展市场。

我们还在服务业领域方面加紧

合作，去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加坡

专业服务指南，这个指南里面有70

多家新加坡服务业公司，涵盖法律、

科技、人力资源等，中国企业想进入

新加坡或者东南亚市场可以充分利

用这个指南，更容易拓展国际市场。

我们同时也鼓励双向合作，不

只是企业走出去，也鼓励企业走进

来。去年我们在苏州成立了苏州

工业园区新加坡国际商务合作中

心，该中心是为新加坡和中国企业

提供一系列的专业服务，包括商务

咨询、市场开发、融资等，已经有40

多家企业入驻中心了。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新

加坡企业之前到访过南通、宁波、嘉

兴、滁州、常州等很多地方，新加坡企

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如何？

蔡簦合：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刚才你说的南通、滁州、嘉兴都是苏

州工业园区的姐妹区的中新集团和

当地政府共同开办，苏州工业园区非

常成功，已经从苏州当地走出来了，复

制在许多城市。总体来说发展很好，这

也显示了中国对好的产业园有需求。

欢迎大家多到那边走走，多了

解一下。

《中国经营报》：这个工业园本

身就在江苏苏州，但已经被复制到了

安徽滁州、浙江嘉兴，整个长三角三

省一市都有了苏州工业园的复制品。

蔡簦合：这可以协助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特别是嘉兴、南通，以

后和上海会有更紧密的联系。滁

州也是越来越重要，主要也是要让

安徽更密切地参与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中国经营报》：长三角一体化，这

是中国很重要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对

新加坡企业是不是也是一个机遇？

蔡簦合：刚才我提了产业园，

新加坡企业也可以走进来在那边

设点。中国是新加坡的最大贸易

伙伴，去年新加坡再次成为中国最

大的外资来源国。据中国商务部

的数据，新加坡也是中国第三大服

务贸易伙伴。

可以看到，新加坡和中国的交

流是很密切的。江苏和上海已是

新加坡企业在中国主要投资目的

地。江苏和上海也是长三角范围

内的，这也显示了新加坡企业在长

三角的投资是非常积极的，希望接

下来通过进博会进一步促进新中

交流，帮助更多新加坡企业来这里

拓展市场。

在“零碳进博”的理念号召下，今

年的进博会已“变身”为诸多可持续产

品与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全球首秀之地。

“全球首发的BRUKSVARA布

瓦拉系列产品，助力宜家成为本届

进博会的人气展台之一。”宜家方面

介绍称，该系列是宜家创新性产品

开发的一次实践，其创新链路覆盖

产品、体验、供应链和数字化等多个

环节，并由此实现了功能、设计、质

量、更可负担的价格以及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融合。

宜家方面同时强调称，BRUKS-

VARA布瓦拉系列着力满足家居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功能，并针对多用途

使用、包装、运输、重复使用等需求，

结合长效生命周期和本地消费者偏

好等进行优化和精简，实现以更优的

性价比提供“恰如所需”的产品。

宜家的BL VINGAD布洛凡格

系列产品亦受到外界关注。“今年新

推出的BL VINGAD布洛凡格是海

洋系列产品。我们在做儿童消费者

调研时了解到，下一代人群对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理解还是很早期的，

他们会关注到海洋中的生态垃圾可

能会对未来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

响。”刘锐告诉记者，“BL VINGAD

布洛凡格系列在设计之初的理念，

就是希望通过利用可回收的循环材

料去设计毛绒玩具。”

除宜家外，仲量联行和第一太

平戴维斯等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咨

询机构亦带来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等

领域的最新解决方案。

11 月 7 日，仲量联行在进博会

上正式发布了全新数据赋能下的

“城市高质量发展”解决方案——

“睿领”。据悉，这项在全球范围内

首次推出的服务依托虚拟现实和大

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融合绿色低

碳 ESG 理念，“致力于打造兼顾经

济效益、社会治理和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城市服务模型，激活中国

城市下一步成长动能，在对标世界

级城市的征途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发展逻

辑必须完成从‘规模增量’向‘存量提

质’的转变。”仲量联行方面表示。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由仲量

联行总结出的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六大核心驱动要素中，“秉承绿色

发展”即位列其中。仲量联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以 2030 年‘碳达峰’

和2060年‘碳中和’为目标，逐年减

少碳排放增量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

积极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除了推出系列可持续产品或

相关解决方案外，在本届进博会

中，不少行业巨头还携手推动实

现“双碳”目标。

戴德梁行正持续助力绿色低

碳经济发展。11 月 6 日，戴德梁

行在进博会上宣布与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

将围绕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展

开优势互补的行业合作，共同开

展中国基础设施类资产层面的可

持续发展研究，支持行业脱碳及

ESG 目标实现，并推动中国 ESG

固收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为积极响应‘碳中和’号召，

我们将与中金公司共同开展中国

基础设施类资产层面的可持续发

展相关研究以及绿色金融的宣传

推广，服务政府‘双碳’目标的实

现。”戴德梁行环球董事、大中华

区行政总裁赵锦权表示。

“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增强国内大

循环内生动力、提升国际循环质

量和水平的重要抓手，投融资体

系也在不断健全。”戴德梁行方面

表示，目前，ESG标准是国际社会

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投资共识。

“未来，基础设施领域的ESG投资

方法论大有可为，特别是公募

REITs 项目的 ESG 应用，将具有

里程碑意义。”

据了解，戴德梁行在进博会

期间还发布了 EOD 生态环境导

向综合开发模式全流程服务及白

皮书，并与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EOD 战略合

作协议。

对此，戴德梁行武汉公司总

经理周星表示：“EOD 模式已成

为经济和环境保护‘再平衡’的新

课题，完善市场化发展逻辑是

EOD 模式的关键要素。戴德梁

行长期关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

议题，积极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将丰富的产业规划与片区综合开

发经验、生态经济策略研究创新

融合，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区域综

合开发项目提供筛选与策划、试

点申报与融资对接、产业服务及

优化建议等全流程服务。”

除戴德梁行外，仲量联行在

发布“城市高质量发展”解决方案

之前，还发起并加入了国内首个

低碳办公联盟。

据介绍，在本届进博会开幕

前，仲量联行携手瑞安办公、循环

派以及MSC咨询公司，以第四位

联合发起方的身份正式加入了低

碳办公联盟。该组织是国内首个

聚焦低碳办公的联盟，旨在通过

协同合作，推动第二空间的绿色

可持续化发展，减少办公空间产

生的碳排放，营造绿色、舒适的办

公环境。

“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面临

的关键挑战，需要社会各方通力

合作。因此，很高兴仲量联行可

以加入国内首个低碳办公联盟，

代表房地产专业服务行业为应对

这一挑战付诸努力；期待联盟成

员在‘科技赋能’的理念引领下，

助力客户与合作伙伴成就可持续

发展的愿景，加快行业与生态奔

向绿色未来。”仲量联行大中华区

首席执行官李倩玲表示。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中欧携手在产业领域进行强

强合作，市场与技术优势互补，利

在千秋，利好双方，有利于双方经

济的发展，有利于引领世界新能源

产业向可持续方向继续推进，有利

于中欧双方共同应对人类发展、气

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等世界性挑战，

并取得合作共赢的良好成果。”

11月7日，以“智能网联赋能汽

车品牌全球化”为主题的第五届全

球汽车发展趋势论坛在国家会展

中心举行，南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

须同凯向《中国经营报》等媒体记

者如是说道。

须同凯表示，欧盟在推动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方面主要采取了

四项措施，分别是在顶层设计上制

定环境保护政策、在产业链上加快

关键环节布局、开发新能源汽车领

域核心技术，以及出台一系列财税

政策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2020 年，欧盟跃升为全球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 43.8%，预计欧洲市场在未

来 5～10 年将完成电动化，并进入

保有量稳定增长期。”须同凯指出，

今年以来，受能源危机等影响，欧

洲的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须同凯同时表示，中国的机动

车保有量规模巨大，同时纯电动车

的渗透率较低，所以我国电动汽车

市场的增长空间巨大，中国将成为

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核心地区，中

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抓住了全球

汽车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时

机，实现了弯道超车。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7年位

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对

汽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6.7%，成

为汽车工业外贸的新亮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出口

还处于数量激增、根基待稳的状态

和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机会

稍纵即逝。”须同凯表示，中国汽车

产业应该在练好内功、夯实基础的

同时，借鉴欧洲等地区发达国家的

新能源汽车技术，并推出相关的利

好政策，加大国际产业链、物流链

布局，紧紧抓住中欧能源合作的契

机，加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头

羊”欧盟的合作与互动。

进博会劲吹“绿旋风”行业巨头掘金绿色低碳经济
本报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在“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办展

理念引领下，诸多行业巨头正借第

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

称“进博会”）的东风纷纷掘金“低碳

经济”。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本届进博会上，第一太平戴维斯带

来了“可持续城市”的全方位持续运

营和创新专业服务，仲量联行则正

式发布了“城市高质量发展”解决方

案——“睿领”，其中融合了绿色低

碳ESG理念。

不仅如此，连续第五次参展的

全球家居巨头宜家以斯德哥尔摩首

店的圆形建筑为灵感来源，结合寓

意自然的公园场景，在四叶草消费

品展区内搭建了一处占地360平方

米的“宜家公园”，生动地呈现了“循

环”的意象与理念，同时展示了一系

列可持续发展产品。

“可持续发展本身是宜家的长

期战略，这一战略在2012年就确定

了。”宜家中国副总裁刘锐（Karen）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双碳”

这一维度中，宜家的目标是“到2030

年，成为一家气候友好型企业”。

坚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们最开始对于布展概念

的定位，就是可持续。今年公司

公布了针对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品

牌定位——‘家 因你而生’，背后

包含了很多宜家可持续战略在中

国的实践。比如，我们希望提供

更多更好的可持续产品给大家，

让消费者端有更好的感触。”刘锐

告诉记者，宜家希望给大家带来

更多将“可持续”作为家居生活解

决方案的新灵感。

记者梳理发现，对连续第五次

参展的宜家而言，“可持续发展”早

已成为其最显著的标签之一。

宜家相关负责人介绍称，自

第二届进博会开始，宜家就成为

了进博会的绿色发展合作伙伴，

并持续多年重点展出可持续、可

负担的产品和家居设计方案。在

去年举办的第四届进博会中，宜

家设计了“益于人类，益于地球”

的布展主题，引发市场关注。

“对宜家而言，可持续发展

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战略，而是包

含在整个商业发展的战略中，宜

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势。在宜

家创立之初，那时候虽然还没有

明确提出 ESG 战略或可持续发

展战略，但已经把可持续发展理

念融入到了很多运营环节中。

比如，需要能够尽量节省空间、

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减少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

刘锐表示。

“宜家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那便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刘锐介绍称，当宜家诸多

部门参与的完整价值链能够整

合到一起时，新的产业便出现了，

“我们可以去打造闭环，探讨循环

经济”。

此外，在“双碳”目标引领之

下，戴德梁行也在坚定践行可持

续发展理念。

“戴德梁行致力于在 ESG 关

键因素中发挥影响力的各个领域

持续努力，并展现示范作用，公司

承诺于2050年全球范围内实现净

零排放。与此同时，公司成立了全

球可持续发展小组，专门负责企

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包括

科学目标完成计划与落实。”赵

锦权表示。

赵锦权进一步表示：“为履行

公司净零排放承诺，我们在 2021

年签署了‘企业1.5摄氏度限温目

标行动’。未来，在致力于成为

‘房地产行业最佳的可持续发展

伙伴’的同时，戴德梁行将持续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须同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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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亦带来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

最新解决方案。

戴德梁行方面表示，目前，ESG标准是国际社会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投资共识。

对连续第五次参展的宜家而言，“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其最显著的标签之一。

在“双碳”战略引领下，多家行业巨头正纷纷掘金“低碳经济”。图为宜家在进博会中密集发

布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产品。 本报资料室/图

蔡簦合

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

须同凯

南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