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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介绍
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推动
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拓展开放
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
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
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
改革全面深化。

李克强指出，办好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快提升通关便
利化水平。

他 强 调 ，推 动 共 建“ 一 带 一
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
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
强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推动对外投资合作
健康有序发展。

进博会组委会成立

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成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
的通知（国办函〔2019〕20 号）。为
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经国务
院同意，成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组委会。

通知明确组委会主要职责，
研究协调筹办工作中的重大事
项；协调推动各部门、各地方的筹
办及参展事务；推动落实我国政
府邀请有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参展。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组委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
华担任。

2 月 26 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组委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胡
春华首次以“组委会主任”的身份出
席。他强调，紧紧围绕“越办越好”
的总要求，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
于创新，努力把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办得更好。

胡春华指出，办好第二届进口
博览会，持续打造国际一流的展会
和高层次的国际经济论坛，对于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方位展示我
国开放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要将

“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强、层
次更高、成效更好”的要求贯彻到筹
备工作中，认真总结经验，坚持问题
导向，加强统筹谋划，把筹备工作做
细做实。

按照计划，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将于 11月 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开幕。

共建“一带一路”迈入新阶段

记者注意到，“一带一路”在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 5 次。

“一带一路”在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持续释放引领效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18年，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改革开
放迎来40周年，共建“一带一路”也
走过了五年时光。这一年，67个国
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遍布亚洲、非洲、大洋洲、拉
丁美洲。到目前为止，同中国签署
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总数
达152个。

这一年，中国连续举办 4 场规
模宏大的主场外交，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被更多人接受。
而作为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

场外交，将于 4 月举办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
是共建“一带一路”迈入新阶段的
重要标志。据悉，论坛的各项筹备
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已有多国领
导人确定出席或表达了出席意
愿。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的媒体注册系统也已于
近日开通。

多家外媒早已对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关注
与看好。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
道，中方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将高峰论坛机制
化，表明了该论坛的巨大成功，也意
味着世界上又一个经济合作对话平
台的确立。

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峰会

今年将再热国际舞台
■ 本报记者 兰馨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潭洲国际
会展中心获悉，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二期工程有了进展。据介绍，该中
心本月底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目
前各工程人员已加班加点促项目，
按时保质完成。据潭洲国际会展中
心CEO乔伊·帕泽介绍，潭洲国际
会展中心二期工程最快于 10 月迎
来首秀。

今年，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将引
入更多德国方的服务进入会馆。在
近日举办的中博会智能家电展期
间，来自德方的专业安全运营专家
专程来巡查会展中心安全设施及保
障，并给予专业意见。乔伊·帕泽透
露，目前，为了完善场馆周围的配
套，潭洲国际会展中心欲引入专业
餐饮增值服务，提升参展商及专业
观众的满意度。

据介绍，潭洲国际会展中心运
营两年多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场
馆的各种硬件设施和服务。数据显

示，2018年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一共
承接了41场展会活动，参观总人次
达86万人。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二
期建成后，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将拥
有10万平方米的室内展览面积，提
升了延展能力。

今年，潭洲国际会展中心6-10

号馆将对外开启，届时，室内展厅面
积将面向全球市场，潭洲国际会展
中心将继续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持
续打造有潭洲特色的会展品牌，多
样化经营发掘新的增量市场，引领
更高质量的国际化品牌展会及活动
落户潭洲。 （黄子宁）

3月 13日至 17日，第二届普洱国际精品咖啡
博览会将在云南普洱举办。博览会以“普洱咖啡，
全球共享”为主题，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主
办，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承办，普洱市委市政
府、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贸
促会支持，咖啡品质学会（CQI）、中国咖啡产业联
盟（CCIA）、普洱咖啡协会协办。

博览会期间，将举办以“产区协同、市场分
享”为主题的专业国际论坛、云南咖啡生豆大
赛、百城千馆万人共品普洱咖啡暨第七届中国
普洱咖啡杯世界虹吸壶大赛中国区总决赛、
2019 年 PCA 咖啡拉花大师全明星赛、2019 云南
杯咖啡烘焙师全能赛、咖啡创意产品及新品发
布会、普洱精品咖啡推介会、咖啡庄园考察调研
等活动。

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1.2万平方米，分设
主题展区、知名品牌展区、国际展区、云南省外展
区、普洱展区、综合展区等 6个展区，届时有全国
20多个省（区、市），以及美国、日本、泰国、缅甸、洪
都拉斯、哥伦比亚等 20个国家和地区的咖啡行业
组织及企业参加。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安宝军表
示，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作为此次博览会的

主办单位，将依托
部省合作机制，发
挥联通内外、贯通
城乡的商务优势，
通过博览会平台，
打造云南咖啡品
牌 ，带 动 咖 农 增
收，助力咖啡产业
扶贫；促进和繁荣
咖啡国际贸易，推
动国际交流与合
作 ；培 育 消 费 热
点，推动国内咖啡
消费大众化。

普 洱 市 副 市
长施劲松表示，普

洱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瑰丽宝地，是全国咖啡种植面积最大、产量
最高、品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和咖啡交易集散中心。普洱市委市政府
将全力支持办好本届博览会，办成一场具有国际气势、中国气派、云南
气度、普洱气质的全球咖啡盛会，全面深化与世界各地咖啡产区、咖啡
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总经理舒洋说，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
心将通过承办本届博览会，搭建一站式、一条龙、全链条、全流程
的咖啡产业服务平台，为云南咖啡产业聚合更多的资源，有效推
动咖啡产业政策更好地转化落地，着力解决咖啡生产、加工等方
面的实际问题，推进“绿色发展，有机种植”的咖啡发展新模式，全
面提升云南咖啡产品品质，加快咖啡标准化、生态化园区创建，实
现交易中心服务在亚洲区域的延伸，实现云南咖啡在全球市场的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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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雯）3 月 21
日至23日，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
广 播 电 视 信 息 网 络 展 览 会
（CCBN2019）将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主题
为“融合引领视界 智慧连接未
来”。此主题一方面契合当前广
播电视科技创新与发展态势，展
现了当前广播电视在新一轮重
大技术革新与转型升级中努力
奋进所取得的突出科技成果，揭
示了高清化、移动化、智能化趋
势下广播电视智慧化发展的创
新变革路径。另一方面诠释了
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
物 联 网 、超 高 清 、虚 拟 现 实
（VR）、混合增强（MR）等高新技
术与广播电视的深度融合。展
会将围绕此主题开展多项活动，
力求凝聚全行业智慧和力量，激
发行业科技创新动力，推进新时
代广播电视创新发展，构建资源
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
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此次展会有五大着力点：聚
焦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和
智慧广电创新发展，聚焦科技创
新在内容供给和视听体验的应
用，聚焦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科技
创新，助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
质增效，聚焦广播电视自主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与原创成果，聚焦
广播电视智慧新业态，助力培育
广播电视新生态。

展会将同期举办主题报告
会、系列相关主题国际活动和专
业评奖颁奖等。

本报讯 2019年第二十八届
中国（北京）国际建筑装饰及材
料博览会将于3月8日至11日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和
新馆同时举办。本届展会由中
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
团公司主办，中展众合（北京）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北京
建博会已成集建材上下游领域
于一体的综合建材展览会。越
来越多的厂家将其作为发布新
品、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的舞台，
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凸显了展会
的品牌魅力。本届展会展出面
积达16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
位 8000 余个，吸引了 2000 余家
参展商，预计观众达25万人次。

本届展会在老馆主要展示
自动门、电动门、高性能门窗、五
金配件、涂料、背景墙、新型建材
等系列产品，新馆则集中展示集
成吊顶、精品全屋定制家居、橱
柜壁柜及配材、厨卫电器、木工
机械、软硬包背景墙、硅藻泥等
系列产品。组委会在“创新、突
破、发展”的理念下进一步完善
了建材领域产业链群，为提高品
牌形象与行业交流搭建起一个
贸易交流的平台。（中展信合）

本报讯 日前，中国学术会
议服务联盟统计并发布了《2018
中国学术会议市场报告》。《报
告》从行业不同的维度对整体市
场作了深度的数据分析。以“国
家级 CME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会
议”为例，《报告》分别从数量、主
体、地区等多个角度，并结合往
年数据对市场环境进行分析。

据了解，《报告》依托会务通
学术会议平台，详细展示了 2018
年学术会议中国际会议比例、会
议规模、注册人数、注册费、性别
比例、论文数量、时间分部、会期
时长、热门城市及场馆、常用技
术工具、网络直播观看等数据，
并加以分析。

《报告》认为，2019年学术会
议市场将整体稳步增长，但增速
放缓，国际会议的数量和规模都
将逐步下降。在对会议数字化
工具的选择上，注册签到系统的
应用将更加普及，直播系统将成
2019 年主要爆发式增长工具。

（康美仪）

第二十七届广电展即将举办

2019北京建博会开幕在即

《中国学术会议市场
报告（2018）》发布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二期10月首秀

“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国家
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国家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面对众多机遇
的叠加，西安已然成为投资热土和
创新创业热点城市，会展业也进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近年来，西安加快会展业发展

速度。围绕新时代新经济新未来，
用重点活动吸引关注的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近日，由西安市博览事
务中心、西安市政府外办牵头举办
的 2019“西安年·大使行”活动，通
过邀请日本、越南、苏里南等 11 个
国家的驻华使节来西安过大年，近

距离感受西安的发展成就，推动西
安对外经济、旅游、贸易等方面的
交流融合。

业内人士称，此次活动为西安
会展业的发展增添了浓厚的一笔。

“我们将着力把大西安打造成国际
一流的会展名城，为大西安会展经
济的发展增添光彩。”西安市博览事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让西安离世界更近

西安市博览事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我们策划的‘西安年·大
使行’活动是对‘西安年·最中国’活
动的一个充分延展。希望通过本次
活动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提升
西安作为‘世界文化之都’和‘世界
旅游时尚之都’的城市形象，助推西
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亚欧合作交
流的国际化大都市。”

据了解，使节代表团先后游览
了大唐芙蓉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和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等，走
进了曲江新区、国际港务区、高新
区、浐灞生态区，既亲身感受了古城
的历史文化魅力，又深入了解了西
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新成就。

西安会展业已驶入快车道，渐
入佳境。欧亚经济论坛、西商大会、
丝博会、硬科技大会等重要会展活
动已经成为西安面向世界强力发声
的重要途径和平台，也让西安以开
放创新发展的全新姿态吸引了世界
的目光。

彰显当代城市魅力

“西安年·大使行”活动的成功举
办迎来广泛赞誉。一座伟大的城市，
必有伟大的精神。国际化大都市必
有强大的软实力作为支撑城市。硬
科技之都、软件名城、创新创业之都、
国际美食之都、博物馆之城、书香之
城、音乐之城……在开放包容的改革
氛围中，古老的西安正在用一个个

“城市新 IP”和一个个“西安现象”接
受世界的重新审视。

从工业时代的机器展示到信息
时代的全方位展示，各类大型会展活
动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发展
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国际性、全国
性展览、会议及节庆活动可促进城
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向观众
展示城市的精神风貌、扩大城市影
响、提高城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提高反过来又会吸引投资、促进旅
游发展，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
展，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针对会展业作为衡量城市国际
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西安会展业积极推进会展市场化进
程，坚持以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
信息化为方向，通过全面塑造发展环
境提升城市软实力，高标准打造国际
会展之都，以提升城市文化沟通能力
和全球传播能力。

西安将建一带一路国际会展名城
■ 孙瑛

2019中国重庆（第一届）工程机械产品博览会日前在重庆渝北举办，小松、柳工、沃尔沃、现代、神钢、卡特等国
内外30多个整机知名品牌在现场亮相。

（李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