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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会展

以“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
放、创新、融合发展”为主题的 2017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
2017 北京服交会）于近日落下帷
幕。前来参展的嘉宾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正为全球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产品、
技术、装备、服务、标准打开了广大
的合作空间。

本届服交会积极对接“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丰硕成果，
聚焦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
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等六大重点领
域，精选文化创新、版权交易、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10余个文化专题，精
选技术贸易、科技创新、服务外包
等科技服务专题，举办了 5 万平方
米展览展示、85场论坛会议和洽谈
交易活动，吸引了来自96个国家和
地区的7.2万人次客商参展参会。

“主题日”活动精彩纷呈

北京主题日以“合众力·谋共
赢”“扩开放·享成果”“聚众智·引
发展”为三个主题篇章，聚焦服务
业扩大开放、服务贸易创新及国
际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趋势，推动

境 内 外 服 务 领 域“ 大 对 接 、大 洽
谈、大融合”。

记者了解到，本次北京天竺综
合保税区管委会与迪拉索展开的
合作突出创新机制，迪拉索准备在
北京顺义区内打造占地约100万平
方米的“一带一路”生活方式国际
文化博览中心和“O2O生活方式设
计平台”，总投资额数百亿元。

“一带一路”迪拉索生活方式
国际文化博览中心总裁高欣表示：

“一带一路”迪拉索生活方式国际
文化博览中心将利用自身拥有的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葡萄
牙等 60 多个国家的知名进口国际
品牌家居及生活产品资源，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合作，实现
每年中国北方、东北市场 35%的进
口家居、配饰和生活产品吞吐量和
300 亿元线上线下销售目标，创造
北京最大的生活方式市场，并为顺
义区带来强大的增长引擎。

在巴西主题日上，中国企业宣
布将与巴西亚洲商务文化交流中
心共同出资800万美元建立合作工
厂，把高效率、低成本的无人机植
保技术引入巴西农业市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特派
代表米娜·玛莎耶基业说：“2017 北
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作为一个
国际化平台，对企业寻求合作、政
府间商务会谈起到巨大的促进作
用。”过去，制造业快速成长，支撑
了我国30余年的繁荣。现在，服务
贸易正成为增长新动力。它将服
务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全
球贸易新格局，牵引着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双赢”的未来。

在非洲主题日上，外交部非洲
司前司长程涛提到，非洲国家在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中非之间多年积累下的友好
合作成果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根
本分歧或纠纷，只拥有深厚的友
谊。当前，很多非洲国家正处于经
济转型阶段，投资市场广阔，发展
潜力巨大。中非经济合作互补性
强，衔接度高。非洲大陆是一片希
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是当前全
球范围内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作为服交会重要的国际会议，
本次非洲主题日论坛有效推动了
中国企业近距离接触非洲，了解非
洲国家的投资政策、项目信息、资

源优势。会上达成多项重要合作
协议，为非洲国家吸引中国企业投
资创造了便利条件，成为促进中非
服务贸易交流的重要平台。

服务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在此次交易会上，服务贸易创
新格外抢眼。

前不久，高铁、网购、移动支
付、共享单车被评为中国“新四大
发明”。技术对接生活需求，中国
服 务 正 在 创 造 一 种 全 新 的 生 活
方式。

在快递展区，一批自主创新的
“黑科技”吸引了大量人流。中国
邮政速递物流现场展示了无线充
电、重载搬运；百世智能化仓储演
示了“货找人、货架找人”的半自动
化模式；申通快递现场搭建操纵平
台，演示快递分拣。

新理念、新标准、新服务，彰显
中国服务的“软实力”。

北 京 馆 推 出“ 三 维 试 衣 ”服
务。通过摄像头和热感器捕捉顾
客身高、体型，在超大液晶屏上还
原。顾客通过手势隔空挑选心仪
衣服后，穿着效果会自动显示。

“今天的服务，不再是简单劳
动，而是一种创新，是产品的设计
升级和商业模式的再创造。”参加
服交会论坛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张福锁如是说。

记者在中关村展区看到，中关
村企业不仅向国外输出先进技术，
也输出科技服务业先进的建设、运
营和管理经验。在瑞士、俄罗斯、
泰国等国合作运营科技园区，中关
村企业颇受欢迎。

在扩大服务出口方面，商务部
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所
长李俊认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服务贸易合作具有相
对优势，可以在服务业国际分工中
占据主动，获得更高的国际分工和
服务贸易收益，在出口上要更多了
解当地需求。然而，服务贸易的发
展仅靠一国扩大开放还不够，服务
贸易壁垒的打破有赖于全球各国
共同努力。“毫无疑问，中国在推动
多边服务贸易体系进程中的地位
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全球主要国家
能够发挥领导力，中国作用不可或
缺。”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及投资司
司长哈米德·马姆杜说。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丰硕成果

北京服交会彰显中国软实力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本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第
十五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
览会定于6月29日—7月2日在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阿达肯特展
览中心举行。本届展览会在原有
客商邀请渠道的基础上，首次引进

“野林猫”电商平台，借助网络宣传
推广，扩大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
展览会的知悉度，通过网上邀请吸
引更多专业客商观展。

据了解，本届展览会共设室
内展位 280 个，室外展位 1000 平
方米，参展企业 270余家，主要来
自新疆、陕西、浙江、甘肃、四川、
山西等十多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集中展示符合中亚
市场需求的品牌产品，包括机械
设备、车辆、农机、五金建材、家居
用品、纺织服装、消费品、电子产
品等。其中，兵团代表团参展企
业 59 家，申请展位 69 个（室内展
位 67 个，室外展位 2 个），参展人
数158人。 （高云天）

哈萨克斯坦—中国
商品展览会将办

本报讯 近年来，太阳能开
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技术进步
和产业升级加快，成本显著降
低，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
领域。日前，记者了解到，2017
中国（深圳）国际太阳能光伏大
会暨展览会将于 12 月 20 日—22
日在深圳大中华会展中心举办。

据介绍，该展会由深圳市太
阳能学会、深圳市新能源行业协
会主办，伏能斯（深圳）会展策划
有限公司、励汉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承办。展会立足于打造以能
源利用、节能减排为主题的平台，
结合中国深圳的辐射力、中国市
场容量、中国的市场需求，力求为
业内企业及海内外同行搭建一个
高效的交易平台。 （吴新）

深圳将举办太阳能
光伏大会暨展览会

本报讯 记者获悉，第十五
届广州国际酒店用品展将于 9
月 8 日—10 日在广州广交会展
馆开幕。今年，广州国际酒店用
品展将同步举办中国特色食品
饮料（广州）展览会。届时，全国
各省市及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加
工产品将同时展出。双展合并
后，展会总面积达到 7 万平方
米，海内外酒店用品及食品企业
将欢聚一堂。

据悉，展会现场还将举办多
场咖啡杯测大赛、咖啡冲煮大赛、
调酒大赛，世界美食文化节、进口
食品高峰论坛等赛事及活动，为
广大酒店用品采购商、美食爱好
者带来美食盛宴。 （陈镟）

广州国际酒店
用品展9月启幕

本报讯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
休闲食品及进口食品博览会将
于 11 月 28—30 日在北京举办。
本届展会预计展出面积 25000
平 方 米 ，中 外 优 秀 参 展 商 800
家。展览汇聚美国、加拿大、德
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和地区，吉林展团、云南展团、山
东展团等国内展团。

据介绍，历经十余年卓越
发展沉淀，该博览会现已成为
全球进口休闲食品饮料高速发
展展示贸易平台，现场将举办
企业招商发布活动、世界巧克
力糖果节、美食品鉴、咖啡拉花
表演、橄榄油评比等多项丰富
多彩的活动。 （田佳）

休闲食品及进口食
品博览会11月举办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组委会
获悉，由成都市政府主办的第十
八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
将于 6月 7—10日在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和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首次实现“一城
双展”。

据介绍，本届成都家具展将
展示成品家具、定制与智能家
居、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等
家居全产业链板块。其中，中西
部最大的定制与智能家居专馆
是一大亮点。本届成都家具展
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和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同时举行，展
出总面积达到27万平方米，较上
届增长68.75%。 （杨尚智）

成都国际家具工业
展览会开幕在即

漫漫丝路，泽遗百代。当“一带
一路”成为发展共识，当沿线各省区
向西开放的号角吹响，青海又一次
迎来加快融入、开放发展的新机
遇。6月2日，2017中国（青海）藏毯
国际展览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展会
会期五天，主题为“编织绿色地毯世
界、铺架‘一带一路’通道”，展示总
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

从13年前首次举办，到如今融入
丝绸之路新元素升级举办，藏毯国际
展览会展现出的创新力、推动力、生命
力和国际性、专业性、民族性越来越令
人坚信：高原之巅举办的藏毯展，正在
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从最初3个国家参展到现在全球七大
主要地毯生产国参加，这一行业展会
承载着青海通往世界的使命。

注重展示“地毯文化”

据了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
3 个 展 馆 内 ，搭 建 展 位 总 数 近 千
个。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
伊朗、荷兰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地毯展商参会，欧美日及主要地毯
消费国采购商近百人组团到访。
山东、河北等 29 个国内省区市的
109家企业到会参展。

展馆内，青海省、省外以及国外
的各种机织地毯、手工地毯、手工挂
毯等展品各具特色，异彩纷呈，散发
出生活与艺术交融的气息，彰显了
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
据介绍，本届展会更加注重展示“地
毯文化”，凸显中国民族文化元素和
历史文化传承性，地毯工艺鉴赏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本届展会还通过
上网观展、网上支付等一系列线上

线下融合的电子商务营销方式，为
国内外商家和消费者实现网络交易
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服务。

据悉，自 2004 年举办以来，藏
毯展已经成为各主要生产国地毯品
牌展示、地毯业界交流、民族文化融
汇的重要舞台。该展会已成为一个
集藏毯产品、技术、信息和资本贸
易、交流与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经
贸合作平台，产生了显著的规模效
应、产业效应和品牌效应。

“向西开放”优势尽显

藏毯展的举办进一步深化了国
际间产业经贸交流，也为青海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了合作领

域。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
要节点省份，如今的青海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感召下，坚持“生态保护第
一”，运用人文优势、特色资源打开发
展新通道，借助各类国际展会和国际
赛事，搭建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
间的经贸、文化、旅游交流平台。

从普通的产业产品展示展销会
演变成国际专业品牌展览会，藏毯展
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发展思路、不断
革新发展模式、不断更新发展内涵的
发展之路。据了解，该展览会已发展
成为我国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影响
力的国际性专业展会，与“青海绿色
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青海）
国际清真食品及用品展览会”并称青

海三大重要经贸活动。
据 了 解 ，青 海 近 年 来 充 分 发

挥地毯生产历史悠久、毛绒资源
丰富、民族文化独特的优势，围绕
打造世界羊毛地毯制造中心和国
际藏毯生产集散地的目标，形成
了以藏毯生产为龙头的特色毛纺
织产业集群和集原辅材料供应、
生产加工、市场销售、中介服务为
一体的产业化生产格局，成为全
国知名的手工藏毯生产和出口基
地。特殊的地缘优势、重要的战
略通道、有力的资源支撑、初具规
模的特色产业、民族宗教的共通
连接，使青海向西开放的种种优
势一一显现。

藏毯之都 丝路情怀

藏毯展成青海走向世界“金名片”
■ 本报记者 毛雯

5月29日至6月5日，第四届
中国昆明国际观赏苗木展览会
暨 2017 宜良花街节在云南宜良
举办。本次展会除了苗木展览，
还包括《滇中本草》图书首发、苗
旅结合和乡村旅游高峰论坛、

“乡鸭湖杯”龙舟大赛、2017年环
青海湖自行车联赛—昆明站暨
云南宜良“九乡杯”68 道拐自行
车比赛等系列活动，可谓精彩纷
呈，引人入胜。

据介绍，本届花街节主题是
“花乡水城 宜居宜良”，旨在打造
节会品牌，整合旅游资源，扩大
宜良作为“中国花卉苗木之城”
的影响力，促进全市乃至全省观
赏 苗 木 产 业 对 外 交 流 及 合 作
发展。

活动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在组委会的精心策划下，本
届节会推陈出新，活动不断，赛
事连连。其中，花街共设展位
578 个，比去年增设 150 个展位，
参展企业 52 家，花农 300 余户，
参展花卉苗木品种多达 1500 余
种、近 50 万盆（株），众多精心打
造的精美展位引人驻足观看。
花街节已成为云南苗木花卉产
业转型发展的风向标。

“花桥卖花四百年，年年端
阳花街节”。据介绍，宜良有 400
多年的栽花和赶花街历史。早
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引种栽培花
卉苗木。民国初年，已有花卉苗
木 250 余个品种，并拥有 50 余个
特色乡土树种。

花卉产品提升品牌形象

宜良的三角梅是该区域最
具特色和优势的名牌花卉。在
以往的花街节上，工程苗产品
独 占 鳌 头 。 而 在 本 届 花 街 节
上，取而代之的是三角梅古桩、
花球等造型产品，成为最为抢
眼的一道风景。记者在云南宜
良 汇 景 园 艺 有 限 公 司 展 位 看
到，十多个布置得错落有致的
三角梅造型产品花红叶绿、花
团锦簇，球形产品球冠硕大丰
满，三角梅古桩如飘飞祥云的
云片状花团层层叠叠。

而云南为君开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的三角梅主题展位，精心设
计、巧妙布置三角梅景观极富层
次感，如梦如幻的花镜演绎了尊
贵典雅的盛景，淋漓尽致地展示
了从株高 20 多厘米家庭园艺产
品到高6米、直径2米的三角梅花
柱及三角梅花球、花墙、花篮、月
亮船等多种景观产品的工程应用
效果及婚庆场景效果。

目前，宜良以培植三角梅造
型产品的花农有 60 多家。从花
街节上可以看出，宜良三角梅丰
富的花色品种资源已得到充分
的利用，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创
新产品不断涌现，品牌形象不断
提升，三角梅产品从粗放型向精
品化、多元化转型发展已初见
成效。

第四届昆明苗木
展扮靓缤纷夏日

■ 本报记者 毛雯

6月3日，第二十七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简称书博会）在河北省
廊坊市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展
会吸引了约81万观众入场，订货码
洋42.3亿元。本届书博会不仅成为
图书展示交易的盛会，更推动了全
民阅读深入开展，实现了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据了解，本次书博会期间，组织
举办了燕赵文化展示主题活动、读
者大会、“十大读书人物”颁奖活动、

“红沙发”访谈活动、向全国青少年
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发布活动、“全
民阅读·书香校园”主题绘画摄影活
动、最美新华书店评选发布活动，以
及名家访谈、讲座、签售等活动 240
余场次。

订货逾42亿元

据统计，书博会期间，共有 45
个代表团、7980 名正式参展代表。
本届书博会弥漫着“河北味道”。不
管是“承燕赵文脉，启盛世书香”的

书博会主题，还是书博会廊坊主会
馆里的“燕赵文库”和“雄安系列”图
书，还有极具河北特色的非遗项目
及文创产品展示，整个书博会以书
为媒，彰显了河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展示了美丽河北的新形象，也推介
了河北未来发展的新亮点。

书博会全民阅读氛围浓厚。开
幕前夕，河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全
民阅读预热活动，其中，“书博大篷
车·美丽河北行”行程 16000 公里，
累计组织展销图书 40 万种、200 万
册,直接参与群众达50万余人次，在
全省营造了关注、支持、参与书博会
和“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浓厚
氛围。

书博会上，“读者大会”华丽亮
相。展会搭台，阅读唱戏，活动特别
邀请阎崇年、曹文轩、梁晓声等多位
知名作家莅临现场，与普通读者面
对面交流阅读心得，引导阅读风尚。

“十大读书人物”是书博会的另
一亮点，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普通

读者，因为阅读改变了一生，受益一
生，成为普通人身边最接地气的“阅
读榜样”。

呈现传统文化元素

书博会展示的不仅仅是图书，
传统文化的元素正在通过各种方式
呈现在公众面前。来自雄安新区亚
古城音乐会的 26 名艺术家走进现
场，用笛子、锣、鼓等民族乐器演奏
了冀中民间音乐醉太平、西河钹、翠
竹帘。

4 天里，全国众多出版机构为
公众奉献了一道道传统文化大餐。
在业内享有重要地位的中华书局也
隆重推出了传统文化类书籍，正式
发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推
荐书目》，书目共 233 种，分为语言
文学、思想、历史、科技生活四个大
类，是中华书局经过反复研讨后拟
定的。

此次书博会，中南传媒继续以
“催生创造，致力分享”为主题，集结

旗下10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现场展
示最新出版的精品图书。备受关注
的《走向世界丛书》首次完整亮相书
博会。《走向世界丛书》是岳麓书社
上世纪80年代出版、影响较大的一
套重要丛书，由著名出版家钟叔河
先生主编，记录了 1911年以前中国
人从认识世界到走向世界的历程。
此外，中南传媒还推出了《中国古代
历史图谱》《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等大部头书籍，传统文化书籍仍
是主打内容。

书博会上，韬奋基金会组织全
国 200多个出版发行机构向河北农
家书屋和基层图书馆捐赠了超过
1000 万元的图书和阅读体验卡，为
河北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给予了
很大帮助。

此次书博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让读者流连忘返，极大丰富
了全民阅读的内涵，让群众在参与
中体会阅读乐趣，传递阅读薪火，点
燃阅读热情。

第二十七届书博会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 本报记者 毛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