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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八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已举办过七届的北
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成为国内外电影
人交流的平台，更被视为中国电影
产业的“风向标”。

为确保北京国际电影节顺畅进
行，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准备了 11
套保障运行方案。

提供完善的运行保障

据北控置业集团党委书记、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赵建锁

介绍，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作为北
控置业打造“雁栖湖国际会都”的专
业场馆，承接的首个会展活动就是
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在筹备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过程中，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与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保持着密切沟
通。为保障此次电影节开、闭幕式
顺畅进行，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对
场馆内的设备进行了多轮调试，确
保馆内的强电、弱电、空调、电梯、网
络、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处于完好状
态。同时，将升降平台、专用通道的
专项设施投入使用。

为方便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
幕式舞台搭建，以及备受瞩目的开
幕式的明星走红毯环节，雁栖湖国
际会展中心开启数千盏地灯，打造
极具仪式感的红毯秀。为此，北控
置业集团与相关部门进行消防设施
及电气系统检测、食药督查，并开展
了10余次应急突发情况演练。

赵建锁表示，为满足与会嘉宾
的餐饮需求，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餐饮部准备了超过 1 吨的食品原
材料，除为电影节期间提供鸡尾酒
会、自助餐、工作餐等数十场餐饮
服务外，在明星酒会环节，围绕“青
山绿水 七彩影印”定制主题，将环
境布置、食品制作、餐饮器皿进行
了全新的创意。在“影视文化”氛
围营造方面，配合创意系列影视主
题活动，意在推动会展产业和文化
产业的发展。另为方便媒体记者
就餐，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在服务
区设置了茶点、饮品等。此次电影
节期间，餐饮服务接待将超过 1 万
人次。

海关助力参展影片通关

自 2011年创办以来，北京国际
电影节在参展影片质量和国际影响
力等方面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北京
市每年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
型文化活动。

据了解，为保障北京国际电影
节顺利举办，北京海关与北京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及
时了解电影节引进参展影片的具体
情况及通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
困难，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早在3月5日，本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首部入境参展影片《蒲公英》

（日本）就顺利办理了暂时进境通关
手续。为了尽可能便利参展影片顺
利进境，北京海关设立了电影节专
项服务小组，推出了非工作日预约
加班、开辟专用窗口和绿色通道等
加急办理措施，确保参展影片“零等
候”随到随办。

据悉，本届“天坛奖”评奖部共收
到来自六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
659 部影片报名参赛。经过五轮筛
选，最终，来自19个国家的15部影片
成功入围。遵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将
以投票方式产生最佳影片奖、最佳
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
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
奖及最佳视觉效果奖十个奖项。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从4月15
日持续到 22 日，包括开闭幕式、主
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颁奖典礼
等七大主体活动及新片发布等 300
余项活动。其中北京展映、电影嘉
年华、电影沙龙等活动都提前启动，

让影迷能更多感受电影的魅力。

放大平台的价值

“去年，我国电影市场成交额达
174亿元。”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局长杨烁表示，随着北京国际电影
节影响力逐年提升，也吸引了更多
海内外媒体前来。从2月1日起，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正式接受境内
外媒体注册报名，共有 577 家媒体
的1435人进行注册。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
秘书长胡东表示，今年电影节比往
届有许多新的亮点，邀展的影片比
往届数量更多，影片的质量更高。
他估计，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
影市场达成的合作项目和签约额将
明显超过去年。

据悉，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闭幕式场地第三次选址北京雁
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不仅是因为其
集会议、展览、餐饮、酒店、综合配套
服务设施于一体，还在于其设计灵
感来源于天坛祈年殿，秉承了“汉唐
升华、天地飞扬”的理念，更具有文
化底蕴。

据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电影节闭幕后，将加大与
文化会展活动合作，吸引更多国内
外大型文化活动落户，实现场地平
台的价值。统计显示，至今，雁栖湖
国际会展中心已先后承接G20能源
部长会和科技创新部长会、“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华表奖、全
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宝马、奔驰
新车发布会、京东年会等 400 余场
会展活动，涵盖近百个行业和领域，
会议和餐饮共接待超过40万人次。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第三次握手北京国际电影节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4 月 11 日至 13 日，第十三届北
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InfoComm China 2018，下称国际
视听集成设备展）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以“前瞻企业，
创新技术”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世界
各地约350家知名参展商参展。据
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的展品涵盖
了全球专业视听信息技术品牌，吸
引了来自政府、金融、安防、交通、教
育等各领域的参展观众。作为国内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行业展会，
国际视听集成设备展拥有高品质的
专业视听买家和终端用户群体。

高新设备接踵亮相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各类专
业视听信息技术也不断地推陈出
新。在本届展会现场，小间距 LED
产品设备可谓一大主力军，传统的

大屏幕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小间距
LED产品。

科达展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 次 科 达 推 出 的 第 二 代 小 间 距
LED 在第一代 LED 屏绝佳显示效
果的基础上增加了科达独有图像处
理技术，色彩更逼真；全新硬件结
构，实现模块化、全前维修、无线缆，
大大提升了小间距的稳定性和可维
护性。全新研发显控平台全面集成
了视频矩阵、拼接、解码、Dante 音
频处理、网关、交换机等设备功能，
实现真正的集中式、高可靠的显控
系统。指挥调度产品可整合视频会
议、视频监控、电子地图、大屏控制
等应用，实现调度资源整合化、调度
方式多样化、调度操作可视化。

记者了解到，随着小间距 LED
间距越来越小，技术越来越成熟，性
价比优势渐显，目前，0.8mm微小间

距LED显示屏已实现量产，在多功
能会议室、演播室、中控室等应用场
合，LED大有攻城略地之势。

除了小间距LED 产品之外，记
者看到，作为新品发布的USB迷你
高清会议摄像机一亮相便备受业界
关注。该产品集成了业界领先的高
清成像技术和云台运动控制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视频会议、教育录播、
远程医疗等视讯领域。视频会议摄
像机采用标准的UVC协议，兼容绝
大多数视频会议软件。

趣味体验项目点亮现场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文化、休闲、旅游、娱乐等新的经
济增长点破茧而出，越来越多的场
所开始借助先进的投影技术将一些
奇思妙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在展会现场，北京东方中原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索诺克展台将
双色激光投影、互动、通电玻璃膜等
前沿技术加以融合，为前来参展的
观众打开一场奇妙的创意影像之
旅。该展台的负责人表示，在这个
追求“体验感”和“融入感”的时代，
全景的观影方式可以将观影体验升
级为虚拟世界遨游。在索诺克展
区，360°全景影院的体验无疑是最
吸引人流的地方，悬空的圆形玻璃
栈道上人头攒动。

而另一边的索尼展位前也聚集
了众多观众。记者看到，此次索尼
公司带来的会“变脸”的“花瓶”“虚
拟声场”“交互娱乐解决方案—消失
的蒙娜丽莎”等体验项目带给观众
无限惊喜，“满满的黑科技！”专业观
众王先生体验过这些项目后如是告
诉记者。

据索尼展台负责人介绍，此次

展出的正在燃烧的“花瓶”是索尼公
司带来的 3D 映射投影解决方案展
示项目，这个解决方案巧妙地把一
个平淡无奇的花瓶模型变幻成为一
块任意绘画的画布，把色彩和创意
内容真实地立体化还原出来。这个
解决方案使用了两台激光投影仪，
配以高性能的播放服务器，充分发
挥了激光投影机的映射投影能力，
创建了一个图案变化万千的“花
瓶”。而会“变脸”的“花瓶”则作为
3D映射投影解决方案，可应用于演
唱会、展厅、展览等多个场合。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国家宝藏》栏目的
视频展示环节都用到我们这个技
术。”关于费用部分，索尼公司市场
部相关人员表示，具体的项目解决
方案收费情况不同，本次展会展出
的这个“花瓶”3D 映射投影项目成
本在100万元以上。

视听集成行业创新升级 企业比拼精细化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本报讯 第十九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于4
月20日在山东省寿光市蔬菜高
科技示范园开幕，展示国内外
蔬菜品种 2400多个，新增品种
260多个，将全面展示寿光农业
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
本届菜博会秉承“绿色·科技·
未来”的办会主题，围绕服务

“三农”宗旨，以现代农业科技
为支撑，按照突出特色、坚持创
新、注重实效的总体要求，打造
综合型农业展示交流平台。设
1 个主展区和 12 个分展区，设
室内外展位 2000多个，参展单
位 750 多家，来自 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及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
的近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本届菜博会统筹利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商请美国、
荷兰、俄罗斯等驻华使馆，联
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等
组织协办。该菜博会始创于
2000 年，每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30 日举办。至 2017 年已连续
举办了十八届，先后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 31 个
省、市、自治区的 2600 多万人
次参展参会，实现各类贸易额
2200 多亿元，在国内外蔬菜及
相关产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
响，是国家 AAAAA 级农业专
业展会。

（鲁孝南）

第十九届寿光菜博会
开幕在即

本 报 讯 由 中 国 国 际 商
会、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黑龙江
省商务厅、黑龙江省贸促会主
办，第二十九届哈尔滨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5日至
19 日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本届洽谈会主题为“引
入投资振兴，引领消费升级”，
设进口商品、绿色消费、现代生
活、中俄木材、大型设备等五个
展览板块，同时将举办一系列
论坛等商务活动。此次洽谈会
将通过为期 5 天的展、论、谈，
充分展示龙江振兴发展的新消
费模式、新消费热点、新投资增
长点，为各国搭建展示和对接
的平台；发现互补领域，激活发
展潜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据了解，本届哈洽会规划
展览面积为8.6万平方米，目前
已有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
坦、乌克兰、日本、韩国、泰国、
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印
度、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报名
参展，预订展览面积的65%。

据介绍，本届哈洽会期间
将举办多项商务活动。2018
年适逢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
哈洽会期间将举办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论坛暨中俄地方经贸、
投资、科技、工业企业合作对接
会、俄罗斯地方州区中国投资
日（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中
俄（哈尔滨）信息港推介会、中
俄林业产业投资合作交流会、
中俄木材行业知名企业对接会
等。此外，还将组织港澳台企
业项目及产品展示对接会，美
国、加拿大等国际经贸合作项
目对接会。

（宗尚晖）

为推动“煤改电”技术发展，
促进清洁采暖应用，2018 中国

（山西）暖通展览会日前在山西省
展览馆闭幕。此次展会吸引了全
国 200 余家企业参展，参观观众
共计10000余人，展出规模达2万
平方米。展会集中展示了地源热
泵、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最新
国内外供热供暖新技术及产品，
促进山西能源的清洁绿色发展。

“这是高分子电热地膜，虽然
看起来不厚，但它通电后即能整
面积均匀发热，”在山西新宇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一款名
为“高分子电热地膜”的高科技产
品一亮相便成为“人气产品”，吸
引了诸多观众围观。该公司董事
长佟福利向客人们介绍，“以为发
热材料的电地暖系统在运行过程
中‘通/断’，是由设定的品度值决
定的，当测温点温度低于设定温
度 1-2℃左右时系统自动开启，
达到设定温度时，系统自动断开；
同时，它还可以根据房间的不同
功能设定温度，以满足用户不同
的供暖需求。”

“此次在山西举办暖通展览
会，通过展览展示、投资洽谈、技
术研讨、信息传播等方式搭建了
交流平台，实施走出去、引进来发
展战略，提高了产业集聚效应，促
进山西暖通产业集群发展。”承办
方山西北展东方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峰介绍，“截至目前，
山西省正在初步形成以天然气，
电采暖、地源热泵采暖和太阳能
采暖等其他清洁能源相结合的多
元化供热格局。”

按照有关工作方案，在“十三
五”期间，山西省力争完成 50 万
户居民采暖“煤改电”任务，有条
件地区实现学校、医院、养老院、
旅游景点等公益事业单位和乡镇
机关、村委会等电采暖全覆盖。
到2020年，形成年均60亿度以上
新增电力消费能力，政策的扶持
促进了山西省采暖供热健康绿色
发展，也为更多节能环保企业进
驻山西提供契机。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电
供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陶磊
告诉记者，我国正在大力开展电
能替代，为实现“蓝天工程”而不
断努力。山西已经全面推动“煤
改电”采暖工程，严控煤炭使用
的同时，加速推进电和天然气取
暖，用 3 年时间实现 70%以上的
农户清洁供暖。 为期 3 天的本
次展会旨在助力山西绿色发展，
为山西清洁供暖提供更多高效
节能的电供暖产品，让山西天更
蓝，水更绿。

山西暖通展助推
区域产业集群发展

■ 宗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铂金消费
国、玉石和翡翠市场以及世界第二
大黄金市场，同时还是亚洲最大的
钻石市场，以及名副其实的珍珠大
国。近年来，我国珠宝产业销售总
额以年增长率高于 15%的速度发
展，出口年增长率超过 20％。作为
中国春季备受瞩目的国际珠宝首饰
展览会，由亚洲经贸发展促进中心、
山东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青
岛海名国际会展集团、中国国际会
展中心展览集团主办的 2018 中国
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下称珠宝首
饰展）于4月13日至16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据珠宝首饰展组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本届珠宝首饰展展出面积
逾 5 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 2000多家展商参展，在原
有的品牌展区、国际彩宝展区、独立
设计师展区、中国香港/台湾展区、
精品玉石展区、国际矿物宝石展区
的特色展区基础上新增更多特色展
区，为珠宝业内外参观者带来全新
的珠宝享受。

波兰是琥珀储量最多的国家之
一，加工水准也被公认为最高。波
兰展团带来了大量工艺精美的琥
珀。据参展商介绍，波兰琥珀质地
很轻、温润如玉，在 1:4 比例的盐水
中能够浮起，用力摩擦会散发出怡
人的松香味。记者注意到，波兰琥
珀的现场售价实惠，有很多观众购
买，有买主表示，现在国内琥珀市场
存在不少造假的情况，在展会上购
买一是质量有保障，二是波兰琥珀

确实比其他产地琥珀质量要高。
翡翠历来是珠宝展的重头戏，

众多玉器加工商展出了大量高档翡
翠饰品。翡翠配以金银制作成飞
鸟、花开等图案，寓意清风盈袖，明
月入怀、花开富贵、开枝散叶，吸引
了众多观众。一位设计师介绍，设
计翡翠饰品首先要分清什么是高档
翡翠，只有完全具备“水、种、色、气”
才属于高档品，设计时要结合翡翠
天然的特质。有参展商表示，近些
年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选择网络渠道购买翡翠，

导致很多黑心商贩用各种手段处理
过的 B 货、C 货，甚至是 D 货冒充 A
货卖，给实体店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在展会现场，记者还看到了很
多揭阳玉，参展商均可根据观众需
求制作玉器。据悉，揭阳虽有亚洲
玉都的美名，但并不产玉，主要是加
工精良，具有集玉器生产加工、贸易
于一体的玉器产业链，国内的中、高
档翡翠玉器90%出自揭阳。

除了琳琅满目的珠宝，现场还
展出了恐龙蛋化石。据参展商介
绍，恐龙蛋化石主要用于收藏和科

研，一般的恐龙蛋化石仅剩下蛋壳，
市场售价通常为几百元，长出晶体
的恐龙蛋化石价值高些，市场售价
在上千元，含有胚胎的恐龙蛋价值
最高，也最罕见，市场售价通常在
10万元之上。

展出的同样具有科研价值的还
有石陨。据参展商介绍，铁含量在
30%以下的为石质陨石，铁含量在
50%左右的为石铁陨石，铁含量在
90%以上的为铁陨石，铁含量越高
价值也就越高，其中石铁陨石切开
后十分美观，装饰价值很大。

珠宝首饰展：真材实料看得见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第二十九届哈洽会
将于6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