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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传真

日前，2018中国·昆明国际绿色食品投资博览会在云南昆明举办。博览会包括主题论坛、展览展销、食品推介、
投资洽谈、签约仪式等多个板块，共吸引境内外近400家绿色食品相关企业参展。 张宇

中国正在从海洋大国迈向海
洋强国，科技创新层出不穷。10月
23日至25日，由励展博览集团主办
的 2018 青岛国际海洋技术与工程
设备展览会（OI China 2018，以下
简称青岛海洋技术展）在青岛世界
博览城举行。现场展出逾200种设
备及服务，通过展示国内外技术、
装备来推动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在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及海洋
监测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信息交流
和国际合作。

据励展博览集团海洋能源与
事业部高级项目经理赵令佳介绍，
本届展会除了对产品评选做了全
新升级，将原有的青岛海洋技术展
水下机器人大赛升级成为国际海
洋工程装备科技创新大赛，将大赛

的评选范围拓展到了整个海洋工
程装备领域，还首次针对海洋科技
人才打造了人才交流主题活动。
凭借青岛海洋技术展这一专业的
海洋科技平台，积极推动中国与世
界海洋学界的交流，促进海洋经济
的发展。

竞赛助力科技推广

作为海洋科技产品与服务的
推广平台，本届青岛海洋技术展吸
引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45件展品参
与年度产品评选活动。评选按照
行业关注热点将参评展品分为8个
类别，即传感器、通用海洋设备、信
标与浮标、声纳及系统、自主航行
器、海洋工程、测绘设备、声学。其
中，今年上市的产品还参与了“Oi
中国人气新品奖”的角逐。

作为青岛海洋技术展的核心
组成部分，由励展博览集团和中
国光学工程学会共同主办的全体
会议，以海洋观测的国际合作、技
术趋势和社会影响为主题，就倍
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展开了深
入讨论。其间举行了中国光学工
程学会海洋信息网络联盟的成立
仪式。

展会同期举行了国际海洋工
程装备科技创新大赛发布仪式，大
赛由中国海洋大学、励展博览集
团、教育部高校海洋科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及中国太平洋学会
海洋教育分会共同主办，以培养国
际化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目标，推
动全社会关注海洋、了解海洋、保
护海洋、开发海洋。大赛负责人宋
大雷介绍说，竞赛项目涉及海洋工

程装备创意类、设计类、制作类、任
务类和竞技类，明年 10 月举行决
赛，组委会将积极推动优秀成果转
化，发挥大赛对海洋科技发展的引
导作用。

多专题论坛分析产业

为加强海洋行业人才的职场
竞争力，本届展会推出了职业发展
中心并开展人才交流活动，面向所
有涉海高校学生及海洋业者。人
才交流活动贯穿整个青岛海洋技
术展。职场活动现场企业招聘环
节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及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产学研
合作协调部主办的中国（青岛）国
际海洋信息网络大会也同期举

办。青岛海洋技术展专题交流活
动作为展会重要组成部分，以今年
新增的海洋渔业为主题，就海洋渔
业及渔业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中
国海洋渔业所面对的新挑战展开
分享。专题交流活动则就无人水
面艇与通讯、海洋观测与遥感和无
人水下航行器展开讨论。赛莱默
分析仪公司分享了助力海水养殖
整体解决方案，介绍了其在海洋监
测领域的深度影响力。

此外，以青岛海洋技术展为依
托的国际性组织蓝鲸俱乐部也为
采购商会员提供了一对一约谈服
务，并就深海采样设备和信标与浮
标、声学与传感器、自主航行器与
海洋工程三大主题开展主题产品
研讨会，采购商可以与产品供应商
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

探索深海产业 推广科技产品

青岛海洋技术展促进中外学界交流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本报讯 10 月 22 日，由银川
市会展业促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银川市贸促会、银川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指导，宁夏合合会众会议
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银川市会展
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
举办，将持续至26日。来自银川
市各展览企业、会议公司以及高
校会展相关专业的 150余名学员
参加本次培训。此次邀请国内外
6名专家围绕中国会展业现状及
未来发展趋势解析、会议产业与
产业会议的分析、会展策划及地
接现场体验、会展场馆展台设计、
关于经营会展中心的心得体会、
会议专业术语解析等分专题进行
讲座。

据宁夏博览局副局长张利伟
介绍，宁夏已相继举办中美旅游
高层对话、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
葡萄酒博览会等多个高规格品牌
会展活动，会展业国际化程度不
断提升，成为宁夏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助推器”。会展业有效带动
了交通、通讯、旅游、住宿、餐饮、
购物、文化、娱乐的发展，促进了
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增长。

（石卿）

为了搭建国际化、市场化的
旅游商品对接交易平台，进一步
引领旅游商品创新和旅游消费服
务的潮流，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国际旅游
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以下简
称旅商会）近日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举办。

作为一年一度的国内大型
综合性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专
业博览会，旅商会已经成为全国
范围内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中外
旅 游 商 品 交 流 交 易 的 重 要 平
台。记者从展会主办方处了解
到，本次展会在汲取往年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办展机制和模式上
有了很多创新，市场化程度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超过 2万
平方米，吸引了6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 15 个省市以及北京市属 16
个区近千家企业参展，展品涉及
各类礼品、旅游纪念品、科技和文
创产品、旅游装备、旅游休闲食
品、高端旅游收藏品等多个领域
的1万多款商品。展会期间还举
办了第十五届“北京礼物”旅游商
品大赛颁奖仪式、大赛获奖作品

“一对一”贸易洽谈会、“2018 中
国自驾安全发展论坛”等多场推
介活动，共吸引近 2600名专业观
众。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此次
展会共设置了 7 个展区：北京展
区、省市及国际展区、冬季旅游及
旅游装备展区、无人零售展区、特
色旅游商品展区、茶旅文化展区
及健康养生旅游展区。这些展区

集中展示了各个地区独具特色的
旅游商品，同时也展示了优质的
冬季旅游线路及目的地和景区无
人零售新业态，展示旅游品牌形
象、增进行业交流合作。

伊朗的针织品、山东的桑皮
古纸、四川的蜀锦……展馆内热
闹非凡，参展企业纷纷拿出了“看
家宝”，向前来参观的观众推介自
己的特色旅游商品。记者看到，
展品种类繁多，涉及各类礼品、科
技和文创产品、旅游装备、老字
号、旅游休闲食品、茶业及茶艺、
高端旅游收藏品等。

在特色旅游商品展区，南非、
加纳、俄罗斯等国家的参展商品，
地域特色浓郁、品质精良、新颖独
特，成为本届旅商会的亮点。不
仅如此，记者还看到，故宫文创、
北京设计之都等知名文创企业也
前来参展，文创类产品得以集中
展示。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宋宇表示，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深
厚，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具备发展
旅游商品的优势条件，旅游购物
消费增长潜力巨大。

近年来，从观光到滑雪再到
冰雪体验等，游客对于特色体验
类旅游产品关注度大大提高。随
着 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冬季旅
游线路也受到了更多游客的青
睐。本届展会新设了冬季旅游及
旅游装备展区，多家旅行社都带
来了冬季旅游精品线路及优质目
的地，旅游装备展商也展出了全
新的冬季旅游装备，让观众提前
体验冬季旅游的魅力。

旅商会：旅游业态呈现多样化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本报讯 日前，为期5天的第
25 届法兰克福国际汽车零配件
及 售 后 服 务 展 览 会（Auto⁃
mechanika Frankfurt）落幕。本届
展会的参展商数量以及展位面积
均打破了以往记录，还首次汇聚
了来自 181个国家的 13.6万名观
众，成绩再创新高，其中，约1万名
观众是第一次参观。82%的参展
商表示，达到了预期目标。此次
展会主流趋势是数字化、清洁汽
车以及经典汽车。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执行董
事会成员白德磊介绍，今年的展
会是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
的一届。5000余家企业在约31.5
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呈现了
新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所有汽
车售后市场的领域都响应了网
联汽车、网络车间和清洁汽车的
大趋势，并为专业人士提供了一
系列创新方案，23个展厅以及户
外展区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同样是数字化领域重头戏
的新经典汽车首次亮相并获得
热烈反响。展区内，75%展商感
到十分满意。“随着经典汽车区
域的整合，法兰克福汽配展迎
合了人们对于经典汽车和那些
具 有 收 藏 价 值 汽 车 的 强 烈 兴
趣。我们这次吸引到全球潜在
消费者和供应商。”大众经典零
件（Volkswagen Classic Parts）的市
场主管如是说。据了解，下一届
展会将于2020年9月8日至12日
举办。 （陆唯伊）

本报讯 10 月 22 日，香港特
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介绍
说，香港将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中设立香港地区展示区，
该展区位于国家贸易投资综合
展的中国馆内，约126平方米，以

“香港进”为主题，展示香港作为
国家与国际接轨的进出门户和
重要枢纽的角色。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
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进’字
代表进口贸易，寓意香港是国家
最好的门户、最佳的平台。”香港
特区政府新闻处公布的信息显
示，香港地区展示区将通过运用
多媒体科技，介绍香港的优势、
香港大型基建设施、著名旅游景
点及香港的产品和发明。

（曾迦叶）

第25届法兰克福
汽配展参展商数量创新高

香港将在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展示门户角色

银川举办首期会展
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10 月 18 日至 22 日，由中国商
务部、中国贸促会、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和江西省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8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以下
简称瓷博会）在景德镇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本届展会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工匠精神等主题，力求促进产
瓷地区之间、陶瓷艺术领域的合作
与交流，吸引了近 500 家陶瓷企业
参展。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往届瓷博
会，今年瓷博会的参展企业无论是
数量和质量，还是时间推进进度，都
好于往年，进一步体现了瓷博会在
陶瓷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作为景德镇与世界对话的重要
平台之一，景德镇瓷博会已经成为
推动国内外陶瓷经贸和文化交流的

“发动机”，在推动陶瓷产业发展、增
进文化交流、提升制瓷技艺、塑造城
市形象品牌和构建商品贸易流通体
系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亲密
关系”

“今天的江西，风景这边越来
越好，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了广阔的

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在本届瓷
博会开幕式上，江西省代省长易炼
红指出，相比以往，今年的瓷博会
规模更大、层次更高、国际性更
强。集陶瓷精品展示、陶瓷文化交
流、陶瓷产品交易于一体的国际化
陶瓷专业博览会，成为江西乃至中
国与世界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特
色平台。

据统计，今年瓷博会国内参展
的规模企业达到 468 家；境外参展
企业有 21 家，其中意大利法恩扎、
土耳其伊兹尼克、欧洲陶瓷联盟为
首次参展，形成了国内外品牌陶瓷
企业汇聚的良好态势。

“法恩扎市和欧洲陶瓷之路联
盟一同参加来景德镇参加瓷博会。
此次参与盛会，让我们感受到了景
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
陶瓷产品和对辉煌的传统文化的热
情。”出席本届瓷博会的意大利法恩
扎市副市长马西莫·伊索拉表示，希
望通过交流和分享促进法恩扎市的
陶瓷发展。几个世纪以来，陶瓷在
景德镇和欧洲之间不断穿梭，历经
数千次不同路线的远航，代表了欧
洲与景德镇之间最亲密的经贸往
来关系。

“希望国内外参展商充分利用
这个平台，密切配合、通力协作，进
一步推动中国陶瓷产业的繁荣与
创新，促进世界陶瓷界的交流与互
通，引领陶瓷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朱念琳

如是说。

助推景德镇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

本届瓷博会期间，还举办了“一
带一路”文化节点城市建设高峰论
坛、“景德镇海上陶瓷之路”国际论
坛与展览，进一步增进了各相关国
家和地区间的文化、商贸交流，助推
景德镇主动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朱念琳介绍说，创办于 2004年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如今
已成长为世界陶瓷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文化交流、贸易投资的重要平
台，对弘扬世界陶瓷文明、加强世界
陶瓷交流、推动世界陶瓷发展发挥
着越来越积极重要的作用。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14
年，瓷博会吸引了4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8000 多家参展企业、500 多家
采购公司和 3 万多名中外嘉宾与
会，旅游、观光人员达到 300 万人
次，有力地扩大了江西省的对外影
响力。

朱念琳表示，陶瓷是中华民族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是中
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
体。作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瓷都，在
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路上，
景德镇不仅在历史上开创了陶瓷
产业发展的鼎盛局面，更是把握经
济发展新态势，不断发扬传统产业
基础优势，用足用好历史文化禀
赋，注重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逐
步形成了以陶瓷文化和科技创新
为基础，以高技术陶瓷为支柱，以
高档日用陶瓷和陈设艺术瓷为主
体，以建筑卫生陶瓷为辅助的陶瓷
产业新格局。

促进景德镇变成世界陶
瓷中心

据瓷博会组委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本届瓷博会吸引了来自英国、俄
罗斯、荷兰、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陶
瓷企业参展，3000多名客商参会。

“我的瓷器与中国的瓷器不一
样，采用釉下工艺，做出来的瓷器更
有凹凸感，颜色和图案也完全和中

国陶瓷不一样，这是土耳其独有的
工艺。”在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来
自土耳其的参展商向媒体介绍他此
次参展的瓷器。

据这位土耳其参展商介绍，他
去年第一次参加瓷博会就对参展效
果非常满意。今年再次参展，希望
更多了解景德镇的陶瓷同行和市场
信息。目前，他正计划将自己的工
作室迁入景德镇。

“我是第一次来参展，感觉非常
激动，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氛围很浓
厚。”意大利法恩莎负责人卡拉·贝
里迪告诉媒体记者，法恩莎是意大
利的著名陶瓷小镇，文艺复兴时期
曾闻名欧洲，这次她来到景德镇，想
把法恩莎的历史和艺术风格介绍给
中国观众。

有媒体记者在展会现场感叹：
“今天的景德镇给我的感觉就是陶
瓷世界的中心，全世界最顶尖的瓷
器都聚集在这里，向全世界展示着
瓷文化的魅力，在这里最为重要的
一点就是永远充满着最为活跃的
创造。”

瓷博会搭建江西与世界的对话平台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胡心媛

去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观展可
以一键导航了。10月 23日，“进博
会交通”App 正式上线。只需打开

“进博会交通”App，点击主页上的
GO 按钮，选择到达或离开场馆的
起点与终点，一条“量身定制”的抵
离馆路线便闪烁在手机屏幕上。

按照“色彩醒目、界面友好、信
息全面、内外衔接、技术可靠”的原
则，上海市交通委对“上海交通”
App 进行升级优化，新增进口博览
会交通指南，具体包括地图、展区导
引、快讯三大板块功能。该App可
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附近的交通

“一网打尽”。
App内的地图功能不仅覆盖公

交接驳线、出租车上下客点、停车
场、接驳站、公交站和地铁站等展馆
周边交通信息，还详细标记了21个
场馆进出口、场馆内部展区分布等

馆内信息。入馆时，观众可以查找
馆内各区域展品分类等信息，迅速
确定入馆方向。离馆时，观众也可
以查找馆外交通站点、线路、班次等
信息，选择最优的离场路线。

除了线路规划和导航，“进博会
交通”App 还显示地铁站、短驳车
站、公交车站、出租车上客点等站点
的排队时间，对其位置布设和便达
程度等信息进行对比，让观众对离
馆时间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提早规
划路线，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

一旦遇到离场大客流，该 App
也将第一时间发布应急短驳公交的
交通疏散信息，引导观众迅速离开
展馆。展会期间，该App将通过资
讯栏目，实时发布公告，会展期间上
海市域内交通动态，会展区域内人
流、车流状况和交通组织等信息，观
众可及时了解场馆周边的交通组织

与交通现状，合理选择离场时间及
交通方式。

交通行业正有序开展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保障工作。10 月 22
日，久事公交集团进博会前线指挥
中心正式入驻,主要负责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接驳线营运的实
时监控监管，实时监控线路营运过
程中的管理人员、公交司机、客流、
营运及抢修车辆动态。

同时，久事公交集团还配置了
应急支援车辆 100 辆，分别停放于
P1停车场和申昆路枢纽，针对大客
流疏散及轨道交通突发事件等应急
情况，按照公交专项应急预案，随时
启动应急响应。10月22日，位于虹
桥机场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接待
服务中心（虹桥机场）也投入使用，
这是上海落成的首个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接待服务中心。

“进博会交通”App上线方便观展
■ 何颖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