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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结号会展关注

深圳将于11月
举办两大展会
本报讯 由深圳市政府主

办、深圳市贸促委承办的两大展
会——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与深
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展将于 11
月举办。展会筹备及参展登记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

第十四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
会将于 11月 2日至 4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1号馆举办，展会规模达3
万平方米。本届金博会以展览为
主，结合主题论坛、线上活动、线
下路演等方式开展，将打造成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金融发
展、金融战疫、金融精准帮扶的成
果展示平台，金融创新服务实体
经济的协作对接平台、粤港澳大
湾区金融产业互联互通的交流合
作平台。

以“生物战疫新挑战，医药创
新大湾区”为主题的第七届深圳
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将于 11月 19日至 21日举办。主
场馆设在深圳市燕子湖国际会展
中心，，将聚焦生物技术、生命科
学、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慢
性病防治等全产业链。

（董芳芳）

本报讯 2020海口消费品展
览会将于 10月 1日至 5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规模达
5.5 万平方米，参展商达 400 家，
将打造成集“吃、喝、玩、购、观”于
一体的“国庆·中秋”嘉年华，发挥
假期经济效应，促进海口经济发
展。展会由海口市商务局、东方
环球会展集团联合主办。

据了解，2020海口消费品展
会以消费者为中心，联合国内外
知名企业，整合多方资源，围绕

“吃、住、行、游、娱、购”六大业态，
设置跨境免保税展区、红酒品鉴
区、石文化展区、南亚东南亚展
区、豪车展区、服装服饰展区、花
卉花艺展区、孕婴童展区、休闲体
育展区、海南大学创新创意展区
等15个展区，参展产品包含跨境
商品、特色进口商品、珠宝玉石、
服装服饰、文创产品、旅游装备、
孕婴童用品等。

为进一步提升观众体验，展
会还准备了红酒品鉴会、月饼品
鉴会、“国潮迎国庆”主题活动、露
天汽车影院、啤酒节狂欢夜等活
动，打造集娱乐、购物、休闲、美食
为一体的消费业态。

（何进）

本报讯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
游局主办的第六届澳门光影节将
于 9 月 26 日至 10 月 31 日举办。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
表示，主办方决定将原定12月举行
的澳门光影节提前至9月底举行，
为澳门迎接四方宾客热身。

据介绍，今年澳门光影节的
主题为“光影嘉年华”，首度将大
型光雕表演移至澳门塔石广场举
行，以文化局大楼、塔石卫生中
心、中央图书馆及澳门档案馆等
四座文物建筑为背景，结合影像
和音乐，呈献独特的光雕体验。
还有多项社区延伸活动为光影
节增光添彩，提振社区经济。

本届澳门光影节设置梦幻
马戏团、时光隧道、糖果王国和
光影音乐盒等四条路线，灯饰装
置和互动游戏遍布澳门城区 12
个地点。 (龙土有)

本报讯 以“智慧城市、智慧
停车”为主题的国际城市停车产
业博览会将于 11月 5日至 7日在
北京举办，展会规模达 2 万平方
米，预计参展企业300家。

本届博览会致力于打造停车
产业交流与合作平台，打造覆盖
智慧停车全场景解决方案、机械
式停车设备及配套产品、停车场
收费及管理系统、智慧停车设备、
停车场设施、停车运营、停车金融
服务等全产业链的行业旗舰展。

主办方之一的中国贸促会建
设行业分会副会长李政表示，将
发挥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运
行、建筑设计等相关领域的经验，
通过协调实现资源无缝对接。

（张莉）

日前，以“科技兴业、博览世
界、会聚兰州”为主题的第五届兰
州科技成果博览会（以下简称兰
州科博会）举办。本届兰州科博
会由甘肃省科技厅、兰州市政府
主办，兰州市科技局承办。

“第五届兰州科博会呈现更
多的亮点和特色。”兰州市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中国贸
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举办了
四届兰州科博会的基础上，在严
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第五届
兰州科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

受和体验。

展览方式多样化

记者了解到，第五届兰州科博
会主要包括三大板块的内容，即展
览展示、论坛签约和创新活动。其
中，展览展示环节于 9 月 1 日至 24
日以线上方式进行。

“我们今年不设现实展区，而
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融
媒体、会刊等方式展览展示兰州及
甘肃8个方面的优秀科技成果。”上
述相关负责人说，包括兰州白银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榆中生态创新

城、十大生态产业、科技助力脱贫
攻坚成就等。

9 月 19 日至 24 日，论坛签约
和创新活动以线下方式在兰州宁
卧庄宾馆等场地举办。创新活动
共有 4项，分别是“活力金城”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2020中国生物医药
创新创业直通车“百城百园”行动
项目路演与推介、兰州先进制造科
技成果与金融资本对接会、中国光
电协会项目与兰州企业对接会。

突出全方位开放

上述负责人表示，第五届兰州
科博会的亮点和特色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 展 览 展 示 方 式 越 来 越
新。受疫情影响，本届兰州科博
会将展览展示方式由线下调整为
线上。

二 是 参 会 嘉 宾 规 格 越 来 越
高。受疫情影响，本届兰州科博会
不邀请外国嘉宾、企业到现场参
会，减少了外地一般层次嘉宾数
量，增加了高层次嘉宾数量。参会
嘉宾规格之高，为历届之最。

三是宣传渠道越来越广。本

届兰州科博会通过开设专栏、融媒
体产品制作、话题设置等方式，全
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报道兰州科技
创新工作、兰州科博会筹备工作及
进展动态，全面展示兰州市科技创
新的丰硕成果，展现甘肃省创新创
业的崭新风貌。

四是参与途径越来越多。部
分观众可以到现场参与本届兰州
科博会的论坛签约和创新活动，
所有观众均可通过“抖音”“网易”
等平台观看开幕式暨兰州高质量
发展论坛直播。组委会还邀请了
来自美国、俄罗斯的 4 名重要人士
以视频录播方式发表主旨演讲或
致辞。

上述负责人表示，线上线下融
合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开放性参与
途径，进一步提高了兰州科博会的
关注度和参与度，在线关注、参与
人数高于往年。

促科技产业融合

记者了解到，在第五届兰州科
博会的重要活动——科技合作与
成果交易项目签约暨颁奖仪式上，
围绕科技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与技术交易、科技产业投资三类项
目签约逾 300 项，总额达 70.68 亿
元。其中，科技合作项目签约 4.95
亿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技术交
易项目签约19.02亿元，科技产业投
资项目签约46.71亿元。

此次签约的成果交易类项目，
涉及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环境保护与资源综
合利用、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
等10个行业和领域。其中，城市建
设与社会发展项目40个，签约金额
4.22亿元；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 37 个，签约金额 3.97 亿元；
现代交通项目 30个，签约金额 3.82
亿元；电子信息项目 63 个，签约金
额 2.49 亿元；先进制造项目 25 个，
签约金额1.09亿元。

上述负责人表示，兰州是一
座飞速发展的西部重要城市，第
五届兰州科博会通过全面展示兰
州、甘肃及国内外近年来科技创
新的成果，搭建科技创新合作交
流平台，进一步促进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发
展，推进兰州“区域创新中心”建
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兰州科博会拓展参与新路径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日前，由科技部和四川省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绵阳）科
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绵阳会展
中心（以下简称绵阳科博会）举办。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办
展，是本届绵阳科博会的一大突出
特点。”展会主办方宣传部主要负
责人洪常青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说。

线上线下联合办展

记者了解到，本届绵阳科博会
线下举办了开幕式和三场主题论
坛——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发
展论坛、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论
坛、“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线
上设置“2020 科博会云展馆”和投
资推介会。

“2020科博会云展馆”通过5G、
云计算、“R+”视频、AI及大数据等
技术，以图片、视频、VR等形式，将
展品 3D建模后搬到线上。“2020科
博会云展馆”分为序厅、国家高新

区建设成果馆、四川省科技创新成
果馆、中国（绵阳）科技城主题馆等
4个展馆，共有 24个展区，582家参
展企业及机构，展品超过 1800 项，
3D建模数超过5000个。

“‘2020科博会云展馆’是目前
全国规模最大、展位数量最多的全
场景 3D建模的智能云展馆。”洪常
青说。

据洪常青介绍，本届绵阳科博
会的线下论坛更加注重聚焦前沿。

其中，创新发展论坛主题为
“科技远见与创新动能”，聚焦科技
创新，分析产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发
展趋势，分享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和
创新创业经验。

主题为“赋能产业·联创未来”
的“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关注
5G、工业互联网领域，剖析技术、产
业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助力
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链。

主题为“聚力智显·创想视界”
的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主

要聚焦新型显示领域，专家围绕全
产业链展开交流。

“云展馆”体现创造力

往届绵阳科博会，嘉宾在开幕
式结束后集中巡馆，7 万平方米的
展位、3000多件展品往往需要数小
时才能逛遍。本届绵阳科博会借助
全新呈现技术，嘉宾无须起身，通过
观看开幕式大屏幕就能快速了解云
展馆的基本构成和特色展品。

本届绵阳科博会不仅推出“云
展馆”取代线下展馆，还将投资推
介大会移至线上。相较传统线下
推介活动，线上推介会可以跨越空
间距离，覆盖范围更广。

本次推介会上，受邀企业和商
会机构达到2000多家，遍布全国主
要经济带，目标观众数量也远超线
下单场活动。

“虽然线上推介可展示的内容
较少、方式较单一，但拥有更多参
与者。”洪常青说。

从展馆、展厅、展位到展品，本
届绵阳科博会首次将互动渗透到

“云展馆”的每个层级，为观众打造
360度沉浸式体验。

“进入‘云展馆’，我们看到的
每个场景都是由 3D 模型组成的，
细到每个摆件，大到每个场景，都
经过精心的三维设计。”此次云展
馆视觉中心三维制作团队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云展馆”分展馆、展
厅、展位、展品等多个层级，每个层
级的设计要求与难点都不相同。

“全场景三维构建，3D建模应
用到展品一级的云端展会，在国内
还属于前沿技术。我们可参考的
案例不多，模组设计过程就是一个

‘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上述工
作人员说。

沉浸式参观更美妙

本届绵阳科博会“云展馆”首
次实现了展品一级的呈现和交
互。记者了解到，进入展厅，观众

可 360 度环顾漫游，寻找感兴趣的
展品。

制作 360 的全景，难度在于根
据平面设计重构 360 度立体场景。
建模师会根据企业提供的产品六
视图，三维还原产品的外观和内部
构造，通过三维动画制作呈现丰富
的视觉还原效果。每个精雕细琢
的展品制作周期在3天左右。

“三维制作团队早在今年 6 月
就启动了‘云展馆’的设计、制作，
每个层级修改 5 版以上，终于打造
出‘云展馆’。”洪常青表示，相比于
线下展览，“云展”打破了时空限
制，观众可体验沉浸式参观，不会
被他人打扰。

此外，线上展览的发挥空间更
大，场地大小、展馆设计不受限制。
与图片、视频等二维呈现方式相比，
3D建模增加了展览的交互性，观众
可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参观路线、了
解展品，而不是按照图片、视频规划
好的顺序参观。

四川绵阳：科技赋能“云展”重互动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海口消费品展
将于10月1日开幕

第六届澳门光影节
即将举行

北京将举办
停车产业博览会

9 月 23 日，2020（第十四届）国际汽车轻量
化大会暨展览会在扬州闭幕。在经受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及全球汽车行业普遍疲软的背景下，
我国汽车轻量化如何走出一条技术发展、政策
引领和国际合作的创新之路，成为参展商、与会
嘉宾思索的重要问题。

本次展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轻量
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江苏省科协、扬州市政
府主办。大会设置两场全体大会、组织 9 个分
会场，举办超过 100场的技术报告、6场技术与
市场“定制化”对接会、1场汽车产业高层论坛。

据悉，本次展会规模达 15000平方米，参展
企业达 150余家。在延续去年四个展区（整车/
车身展区、先进材料展区、零部件展区、工艺装
备展区）的基础上，今年首次设立涵盖车门防撞
梁、座椅骨架、车门板、三电系统轻量化、异种材
料连接和轻量化概念设计的等个性化展区，还
举办了国家重点专项成果展、高校成果展。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侯福深说，
在汽车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轻量化技术作为共性关键基
础技术，既可支撑传统燃油汽车进一步节能
降耗，又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高水平发展的需要，对进一步扩大我国汽车
产业的节能减排潜力，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促进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
推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扬州市正在打造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新型电力
装备等“323+1”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既是扬州的
永久性基本产业，也是扬州实力最强、前景最好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

扬州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孔令俊表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扬
州市的主导产业、基本产业，拥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整车及零部件企
业，形成了从整车到配套、从生产到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链。

统计数据显示，扬州汽车产业年产值已达到 1350亿元，总体规模
不断扩大。该市已形成三大产业园区支撑、整车龙头带动、产业链配套
不断完善、后市场加快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制氢、储氢、电堆、燃
料电池和整车研发制造等重要环节的产业链。

此次展会专设扬州展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六个县市区40家
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参展。

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透露，扬州将全力加快“两区一中心”建设，着
力打造汽车企业成长壮大的沃土、汽车产业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土，促进
汽车产业发展。

据了解，未来三到五年，国际汽车轻量化大会暨展览会均将在扬州
举办。扬州提出将汽车轻量化大会培植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特色
产业品牌，打造成扬州的产业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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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心媛）日前，
第二十届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沈阳农博会）在线上开展。
记者从展会主办方处了解到，本届
沈阳农博会于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
线上集中开展，线上运营时间是
365天，是一个“4+365”全年不落幕
的博览会。

本届沈阳农博会以“展示成
果、扩大交流、促进贸易、推进电
商、培育品牌”为宗旨，以“绿色、
健康、创新、发展”为主题，采取

“云展会”的形式，推介各地农产

品，促进产销对接和农业科技创
新，宣传培育农业品牌，提升广大
参展商和观众的上线体验，实现
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

展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本届沈阳农博会有 685 家参
展企业。其中，外国企业 40 家，来
自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以色
列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参展
企业涵盖北京、天津、陕西、吉林、
青海、新疆等 16个省市区。

沈阳农博会首次融入短视频、
直播带货，广泛应用 3D模型、AI智

能分析、VR虚拟展览、智能贸易匹
配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提供全天候
多项云端服务。进入沈阳农博会线
上展台，记者看到，农业企业通过图
片、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自己的热
门产品，借助展会平台扩大影响力。

有业内人士表示，第二十届沈
阳农博会全面启动，打造“沈阳线上
第一展”，以线上新业态助力企业拓
市场，既是应对疫情的务实举措，又
是创新实践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推
动招商引资工作，为沈阳及辽宁按
下疫后发展“加速键”。

沈阳农博会“4+365”全年不落幕

9月23日，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展品包括医用电子、医学影像
设备、光学、急救、康复护理、医疗用品及卫生材料、检验设备、诊断试剂以及医疗信息技术。

本报记者 谢雷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