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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本报讯 为促进展览行业的规
范性发展，适应行业发展要求，日
前，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联
合武汉英奇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起草的《展览会展台术语》团体标准
审定会在北京举行。该标准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 18
条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由中国贸
促会商业行业分会立项并管理的团
体标准。

中国会展业是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迅速发展起
来的一个新兴行业，成为服务行业
中一个新亮点，甚至成为一些城市
的支柱产业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新经济增长点。各类展览会的
数量也随着会展业的发展不断增
加。展览会已成为各国和各地域
之间进行贸易、交流、合作等必不
可少的平台，目前，虽然我国从事
展会展台设计、制作、搭建和管理
的专业人员数量较多，但素质参差
不齐，影响整体质量和未来发展。
因此，尽快制定展览会展台术语的
团体标准体系，将满足我国会展市
场的需求。

本次审定会邀请到中国贸易报

社总编辑范培康、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海涛、北京经济管理
职业学院副教授张启伦、北京中克
清油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伟、北京逸格天骄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益等评审专家参与此
次审定会。

此次《展览会展台术语》标准
评审专家对标准文本进行逐条审
查并对修改意见达成共识。首先，
与会专家对标准的制定给予了充

分肯定，认为该标准将在填补和完
善我国展览展示团体标准体系建
设方面具有引导性、创新性和可操
作性。

业内人士认为，该标准的应用
实施将对展览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
指导和支撑，更好地引导展览行业
发展。同时，与会专家建议进一步
规范、提升展览行业相关术语，加强
展览行业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魏敏）

广告标识行业是一个新兴行
业。商业化发展促使数码影像泛化
到不少工业领域，如数码印刷、会展
行业、影像行业、数码纺织品印花、
个性化服装、工业切割与雕刻、LED
与广告光源等50余个细分品类，且
以民企为主。广告标识产业出口规
模已超过 400 亿美元，可谓“大行
业、小企业”。

近日，2019年第十届北京华展
广告展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举行，来自喷绘、图文快印、标
识、发光字、展示器材、雕刻、灯箱、
LED 显示屏与光源、板材耗材、数
码印花等 10 大类 300 多家参展商

亮相展会，现场展示的新产品达到
2000余种。

在 LED 显示屏与标识发光字
馆，记者注意到，各种花样的工艺不
再受追捧，用户越来越专注高频的
常规种类，也越来越接近发光字的
本质需求，而“迷你字”作为小字核
心品类已进入产能扩张阶段。有参
展商表示，“迷你字”的主要加工设
备是“迷你雕”，通过雕刻完成壳体
的制作，后打磨喷漆，都是低技术工
种，产能扩张相对容易。

在喷绘写真与数码印刷技术
馆、UV喷印与数码印花技术馆、喷
印写真设备与材料馆，如何做到喷

绘画面色彩的持久不变色不褪色、
广告画面的持久耐用，仍是衡量展
品优劣的主题。高性能写真机喷绘
打印设备、户外兼容性佳的墨水和
户外写真机打印介质材料成为众多
参展商的主推展品。有参展商透
露，生产喷绘产品需要注意防温差、
防紫外线、雨水与风沙、灰尘与环境
污染、防人为涂鸦与损坏，因此往往
需要针对投放喷绘广告具体地点的
环境来进行个性化生产。

广告标识产业属于零散制造
业，过度分散于众多行业这一现状
制约广告标识行业发展。2016 年
发布的《广告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提出，发挥广告产业园区对广告
产业要素的集聚作用，到“十三五”
期末，建成年广告经营额突破千亿
元的广告产业园区，建设 5 个以上
年经营额超百亿元、10个以上年经
营额超50亿元的广告产业园区。

在展会同期举行的 2019 中国
广告标识行业趋势发布会上，记者
了解到，随着产业集聚对园区生态
闭环的要求越来越高，广告产业园
区行业传统的、靠单一土地增值形
成的价值链的开发经营模式正面临
着空前的颠覆。在未来广告产业园
区的结构模型中，园区运营商将逐
渐取代开发商，进而处于最中心最

重要的位置，成为所有资源的中心
链接点。

另外，广告产业园区的环境也
在发生急剧变化。随着网络化的
加快，企业客户更加关注个性化的
物业需求，个性化定制的广告产业
园区用品必然要取代以往标准化
的园区物业。

根据中国广告标识产业互联
网联盟的估计，2019年中国广告行
业营业额将超过 8000 亿元，广告
企业发展的重心在于提升效率、节
约成本，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转变
服务方式，抓住 2019 年发展的良
好机遇。

华展广告展：突破零散制造业瓶颈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展览会展台术语》团体标准审定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江南）5 月 24
日至26日，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暨上海合
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将
在山东青岛胶州举行。

2018 年 6 月，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提出在青岛建设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为加快上合示范区建设，青
岛市政府拟从 2019 年起每年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青岛论坛，同期举办上海合作组
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并将胶
州作为永久会址。

据了解，青岛论坛将紧紧围
绕“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上合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样板”的
主题展开，推进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推
进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程、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决策部署，强
化青岛与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
双向经贸交流合作，巩固扩大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成果。

本报讯（记者 苏旭辉）4 月
27日至29日，2019春季全国高端
食品展览会暨中国糖果零食展
览会将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春季全食展由中国副食流
通协会、香港国际食品协会、台
湾食品发展协会支持，龙品锡展
览主办。

本届展会展品涵盖糖果、巧
克力、果冻布丁、卡通玩具食品、
糕点与饼干、网红食品、进口食
品、高端食品饮料等多个细分领
域。本届春季全食展还有多个
配套活动，包括 2019春季中国糖
果零食展厦门论坛、2019春季全
食展新品发布会、布丁学院启动
仪式等。

据介绍，全食展的举办是为
了解决广大食品饮料企业能否
获得大市场这一难题，而主打高
端食品则是为了顺应广大消费
者的需求升级以及中国食品饮
料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
的升级趋势。全食展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全食展的举办将
缩短生产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的
交流、交易的距离。

本报讯（记者 毛雯）为进一
步提升山东青岛即墨童装产业
影响力，由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打造首个以童装产业为主题的
活动——2019 中国（即墨）童装
产业博览会暨中国青少年文化
艺术嘉年华将于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首届童博会以“不童凡响，童伴
成长”为主题，将由2019中国（即
墨）童装产业博览会、中国青少
年文化艺术嘉年华、中国童装品
牌评选及时尚流行发布、即墨论
道及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构成。
预计展会规模达 3 万平方米，有
5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同期举
办中国童装产业发展论坛、专业
市场提档升级过程中如何与品
牌童装对接专业论坛、大型百货
商超在童装升级消费中的作用
与帮助专业论坛及中国童装品
牌与纺织专业市场及大型商超
对接洽谈活动，组委会将邀请全
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和大型商
超零售大咖到场，为参展企业带
来合作机遇。

为提升展会的平台效应，童
博会组委会将采取重点买家精
准对接的方式进行邀请，通过中
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强大资源，力
邀全国各地纺织服装专业市场
及全国各大型百货商超专业买
家 3000家，通过展会期间组织的
专业活动，促进专业买家与参展
企业互动交流进而达成合作。

首届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青岛论坛5月举行

2019春季全食展
将在厦门举办

首届童博会选址青岛即墨

日前，由工信部、深圳市政府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深圳举办。本届博览会开设了数字家庭、智
慧城市、新型显示、人工智能、车联网等八大主题展区，包括海信、海尔、京东方在内的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信息技术
领域创新发展成果。 （毛思倩）

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
的决定》（国发〔2019〕6 号，以下简
称《决定》），其中涉及商务部不再
实施四种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办展项目审批。

《决定》指出，自发布之日起，
商务部不再实施四种境内举办涉
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办展项目审批，
保留两种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办展项目审批。
《决定》明确，上述四种涉外

经济技术展览会包括再次举办已
获批准冠名“中国”等字样的展览
会；国务院部门所属单位、中央企
业或全国性行业协会主办的展览
会；展期超过 6 个月的展览会和港
澳台地区机构参与主办的（包括
海峡两岸经济技术展览会）办展
项目审批。

《决定》强调，取消审批后，改
为备案。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通过以下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于取消审批的四种涉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建立备案制度，及时掌
握举办情况并实施监管；对于保留
审批的两种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首次举办冠名“中国”等字样的、
外国机构参与主办的），采取措施
优化审批服务，强化引导规范，有
效防范风险；开展“双随机公开”监
管，维护市场秩序；加快构建展览
业信用体系，强化信用监管，及时
向社会公开展览会及其相关企业
机构信用信息。

《决定》明确，自决定发布之
日前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
台”申报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已正式受理并递交纸质材料的，
仍按照现有行政许可程序办理；

尚未正式受理的，依照展会备案
制进行备案。

同时，保留审批的两种涉外经
济技术展览会行政许可，仍按照现
有程序办理。实施备案管理的涉
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主办单位须登
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进
入“展览业信息管理应用”，于展会
举办前至少三个月办理展前备案，
于展会结束后一个月内办理展后
备案。填报信息完整、准确的，可
于备案表提交 7 个工作日后自行
打印备案回执，并按规定向海关等
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实施审批管
理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主办单
位须向商务部报批，并在取得批件
后按规定向海关等部门办理相关
手续。

经审批通过的已冠名“中国”
等字样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再次

举办，且展会中英文名称和主办单
位无变化的，依照展会备案制进行
备案；展会中英文名称或主办单位
有变化的，应按首次举办冠名“中
国”等字样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履
行审批手续。经审批通过的已冠
名“中国”等字样涉外经济技术展
览会名单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
平台展览业信息管理应用”中进行
动态公布。

根据《决定》中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的有关要求，对境内举办涉外
经济技术展览会推进实施“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和展会诚信建设，
相关政策措施另行发布。

《决定》强调指出，境内举办涉
外经济技术展览会涉及安全、知识
产权保护等相关事项，主办单位应
依法依规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由
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责任。

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改审批为备案制
■ 毛雯

本报讯（记者 毛雯）4月的北
京，春和景明，万紫千红。北京
世园会将在延庆拉开帷幕。日
前，北京世园会园区迎来了第一
批外国记者。在外交部亚洲司
与北京世园局的共同组织下，来
自巴基斯坦、日本、朝鲜、韩国、
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位驻华记者走进园区先睹
为快。

“在座各位可有人认识‘妫
汭’二字？”了解到此次前来探访
园区的外国记者大多懂中文，在
前往园区的车上，负责讲解的北
京世园局宣传策划部部长崔勇
考问大家。

这一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浓
厚兴趣。“妫汭指妫水隈曲之
处。妫水之名由来已久，传说上
古之时有野象危害人类，在娥
皇、女英的帮助下，舜帝最终制
服了野象，后人就把舜帝服象而
居的地方叫‘妫’。因此，最初的
妫字，形似女子手牵大象……”
崔勇介绍。

伴随着古风古韵的文化故
事，首批探营的外国记者来到位
于长城脚下、妫水河畔的北京世
园会园区，终于明白为何要先了
解“妫汭”二字。除了妫水河，北
京世园会核心景观区内还有妫
汭湖，而形如彩蝶般的世园会演
艺中心也以“妫汭”命名，被称为
妫汭剧场。知道了“妫汭”背后
的文化故事，外国记者对北京世
园会以及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在北京世园会四大主场馆
之一的植物馆，外国记者在屋顶
花园看到，以菲律宾国树的枯木
为主材料设计创作的长颈鹿装
饰景观——“莫莉和她的一家
人”已经就位。据悉，如今这种
树已经濒临灭绝。北京世园会
植物馆除了展现植物本身，还重
视挖掘人类与植物的关系，呼吁
人类珍视森林植被、保护地球资
源。一位日本女记者边听边记，
频频点头，对“植物离得开人类，
人类却离不开植物”的说法非常

认同。
在参观了园区最高处的永

宁阁和外形恰似如意的中国馆
后，记者们来到世界园艺展区。
刚到展区，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前
往 各 自 国 家 主 题 展 园 一 探 究
竟。据了解，北京世园会将有约
110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
展，这将刷新历史纪录。

目前，在该展区的41个室外
展园中，“茶室庭院”式的日本展
园、以“大温室”为外形设计的新
加坡展园、以传统“燕子楼”为主
体建筑的韩国展园等的主体建
筑已经成形，未来将以花卉植被
等加以装饰。

韩国《东亚日报》记者权五
赫表示，在园区的所见所闻让他
对即将举办的北京世园会充满
期待。“极具‘中国风’的永宁阁，
展现韩国传统亭台楼阁之美的
燕子楼以及朝鲜展园内象征着
和平的鸽子塔等，彰显各国特色
园林文化的建筑齐聚北京，让我
印象深刻。”

阿斯加尔·穆罕默德是巴
基 斯 坦 联 合 通 讯 社 驻 北 京 记
者。他说，首次探访北京世园
会园区，“感觉非常棒。北京世
园会将向各国参观者展示来自
世界各地的花卉与植物，也将
为国家间增进交流合作提供重
要平台。”

“面积大、规划好、底蕴深”
是越南通讯社记者裴英俊的直
观感受。他认为，在园区里，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特
色植被、园林文化相融交会，体
现了中国重视绿色环保的发展
方向。裴英俊说，相信在中国各
方的协同努力下，北京世园会必
将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

回程路上，记者们纷纷感叹
不虚此行，学到了中国古典文化
知识，也感悟了中国生态文化。

“期待北京世园会在推动各国文
化交流合作的同时，也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参观者共同思考人与
自然的和谐与共存。”权五赫如
是说。

北京世园会园区
迎来外媒访问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