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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恢复举办
会议、会展活动
本报讯 西安市商务局11月

22日发布通知称，经请示西安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11月22日起西
安会议、会展活动恢复举办。通
知要求各会展承办企业、各会展馆
所从严落实“扫码亮码验码、戴口
罩、测温、一米线、消杀”等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会展活动期间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筹备举办好各
类会议和展览活动，确保疫情防控
有力有效、会展活动安全有序。

据了解，西安 12月将举办第
二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展览会、
西安新能源汽车展览会、第 9 届
中国西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第
18 届中国（西安）国际珠宝玉石
展览会、第六届西安国际环保产
业博览等展会。 （安少民）

国内首个网络传播
主题展会举办
本报讯 以“发展与秩序·让

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为主题的
2021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于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在广州举办。该论
坛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广东省委网信委联合主办。

论坛举行开幕式、5 场平行
论坛、“同心粤港澳 携手大湾区”
网络主题活动和中国网络媒体领
域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展示
会。其中，展示会是我国首次以
网络传播为主题的大型线下展
会，有43家单位参展。

论坛期间还举行全媒体科技
交流平台成立签约仪式及超高清
公共服务网络传播研讨会，邀请
有关嘉宾围绕超高清公共服务建
设等话题进行讨论。（王思北）

中国西北旅游营销
大会即将开幕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五届新疆
冬 季 旅 游 产 业 交 易 博 览 会 暨
2021 年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
将于 11月 27日在阿勒泰地区富
蕴县开幕。

本 届 博 览 会 将 聚 焦 助 力
2022北京冬奥会，开展冬奥特许
商品展销活动，发布《2020-2021
年中国冬季旅游大数据报告》、授
牌签约、成立联盟、广泛开展宣传
推介等，首次加入现代滑雪、古老
毛皮滑雪、滑雪服新品发布和雪
上赛事等活动，展示新疆丰富的
冬季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滑雪历史
文化。各地州分会场活动涵盖冰
雪旅游、冰雪运动、民俗风情、非
遗体验等。

据悉，本届博览会是西北各
省区联合推广“丝绸之路·神奇西
北”旅游品牌和特色线路，推动

“全国人游西北”和“西北人游中
国”的年度性大型文化旅游促销
活动。今年首次搭建直播带货
区，邀请“网红”达人、产品企业等
开展直播带货活动。（胡仁巴）

山东下月迎来
农产品加工产业盛会

本报讯 2021中国农产品加
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博览会拟
于 12月 16日至 19日在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主办方有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中国乡镇企
业协会、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
展联盟等。

此次加博会以“聚力国际农
业新成果 引领产业发展新时代”
为主题，整个活动分为展览和论
坛两大板块。

展览板块设有品牌农业馆、
特色农业馆、农业科技馆、农产品
展销馆、山东援疆成果管等 5 个
专馆，集中展示国内品牌农产品
和食品加工相关企业产品，展会
规模将达23000平方米。

论坛板块将举办全球农产品
加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中国农
产品加工质量提升论坛暨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论坛、全球农产品加
工产业营销论坛、国际新农人发
展论坛、农产品加工产业高科技
发展论坛等 5 个主题论坛，同期
发布中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蓝
皮书纲要。

据悉，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
基本就绪，主办方将为观众呈现
一场具有全球视野、国家高度、前
瞻思想、成果导向的农产品加工
产业盛会。 （刘科）

2021 第十九届广州国际汽车
展览会（以下简称广州国际车展）日
前在广交会琶洲展馆举办，主题为

“新科技 新生活”。由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中国贸促会汽车行
业分会联合主办。

记者从承办方广州市贸促会
获悉，作为本年度大型汽车展会的
收官之作，广州车展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汽车品牌积极参加，一大批体
现新能源、智能化的新车型集中亮
相，展现了全球汽车业对中国汽车
市场的信心以及国内汽车业的发
展潜力。

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汽车业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芯片
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影响
的背景下，广州车展的如期举办，
向全球汽车业释放出更加积极的
信号。

展品呈现四个特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车展期间，国
内外车企在新能源方面发力，新技
术令人眼花缭乱，既有广汽埃安、合
创、长城旗下沙龙品牌带来续航
800公里—1000公里的新型纯电动
车，“10 分钟补充 400 公里续航”等
超充技术也逐渐被多家车企应用。

与新能源共同酝酿汽车产业
生态爆发的还有智能化。在重磅
车型中，很多产品具备较强的智能
化因素。许多车企在技术研发和
产品推广上更进一步，不仅推出整
车产品，而且集中展示了很多以人
工智能、自动驾驶、5G技术为代表
的未来汽车科技。汽车企业也开始
由整车制造商向智能化出行服务提
供商转变。

除了智能化，电动化也成为车
展一大亮点。在“双碳”目标之下，

参展品牌集体掀起“绿旋风”，新能
源汽车已然成为车展“主角”。主办
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本届车展共展
出新能源车 241 台，相比上一届的
142 辆增长了七成，外国品牌新能
源展车为 88 辆，占比也接近四成。
在“双碳”目标和汽车产业向电气化
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车再次
成为今年广州车展的重头戏。

网联化、共享化也是展品的普
遍特点。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的驱动下，出行方式正
经历一场变革，车展成为各大车企
的一次科技大展示：忘带钥匙，可以

“刷脸”上车；驾驶员打哈欠、闭眼，
或者低头看手机，均可能触发车内
报警装置；一些车型配备了唇语识
别，可以读懂用户的肢体语言，用手
指对着嘴唇发出“嘘”声即可降低车
内的音乐声音。

“双碳”目标加持车展

广州车展被视为来年车市的风
向标。自主品牌频频冲击高端新能
源市场，伴随而来的是品牌向上和
国际化战略。

广汽集团在本届车展期间公布

的“绿净计划”称，为达成碳中和目
标将实施三大措施，即从研发到生
产，从购买到使用回收的全链条碳
排放管理；将广汽埃安打造为零碳
工厂，在 2023 年实现零碳排放；进
一步提高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及节能
汽车占比，2025年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销量占比 50%、2030年全集团
新能源车销量占比50%。

现代汽车集团（中国）品牌营销
室室长印庸壹介绍说，这次车展带
来了现代汽车高性能 N 品牌旗下
中 国 实 车 首 秀 的 伊 兰 特 N 和
KONA N，还有新能源领域的“氢+
电”双线产品矩阵，旨在充分满足中
国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本届广州车展
上，虽然以BBA（宝马、奔驰、奥迪）
为代表的豪华车品牌依然颇受关
注，但比起往年，一众中国汽车品牌
以超高的人气展示了崛起之势，尤
其是获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在本次广州车展上，北汽集团
旗下首款搭载华为智能座舱—鸿蒙
车机OS高端纯电动量产车——极
狐阿尔法 S 全新 HI 量产版首次公
开亮相。北汽集团的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极狐汽车作为北汽集团高端
新能源品牌，此次参展的阿尔法 S
华为HI版搭载鸿蒙OS智能座舱和
华为高阶自动驾驶ADS系统，已进
入多城市泛化测试阶段，并从城区
内拓展到跨城区。

极狐汽车还打造了丰富的充电
解决方案，采用全场景充电模式，增配
放电设备，将车辆拓展为大功率移动
电站，从而为智能出行增加无限可能。

不仅自主品牌企业在新能源汽
车方面加快发展，众多国际品牌近
年来也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品的
研发和应用，一批新能源汽车产品
正在陆续进入市场。在本届广州车
展上，宝马带来了全新新能源旗舰
SUV车型 iX。相比宝马目前的 i3、
iX3 等新能源产品，iX 拥有全新的
整体设计，智能化配置大大提升。

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崔东
树表示，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走
势形成强烈差异化，已实现对燃油
车市场的“替代效应”，并拉动车市
加速向新能源化转型的步伐，广州
车展也展现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可持
续发展的韧性。

车展将于11月28日闭幕。

广州车展：自主品牌冲进新能源市场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本报讯（记者 朗月）由厦门市政府主办的第十四
届中国（厦门）国际游艇展览会（以下简称厦门游艇展）
日前在线上开幕，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亮相“云端”。本
届线上展吸引了 200余家知名企业，展品超过 440件，
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

自2008年开始，厦门国际游艇展于每年11月在厦
门五缘湾游艇港举办，成为一年一度集“展览、论坛、赛
事、活动”于一体的复合型国际游艇盛事。

记者从主办方处了解到，基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的考虑，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第十四届厦门游艇
展由“线上+线下”办展调整为线上举办。

“厦门游艇展以搭建产业交流平台、领航滨海新
生活为目标，以“游艇生活”为原点，聚力实现游艇生
态圈共荣，激发滨海生活的活力与魅力。”展会主办方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线下转向“云端”，从“面对面沟
通”到“屏对屏交流”，非常时期的“非常”游艇展，为厦
门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2020年厦门游艇展首次搭
建了线上展会，在线上实现游艇全产业链的聚合展示，
搭建全球化产业交流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游艇
展”。线上展会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企业及
品牌的关注。与上届相比，本届厦门游艇展线上展期
更长，展品更精彩，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独具特色的“云
端游艇展”。

记者从展会“云端”了解到，今年厦门游艇展线上
展进一步丰富展示内容和展现形式，参展的船艇品类
囊括超级游艇、商务游艇、运动艇、双体游艇、钓鱼艇、
帆船等多种类型。

本次线上展集合所有在售现船，它们以“精艇热
销”专题页面呈现给观众，数十款现船涵盖意大利阿兹

慕、德国汉斯、美国拉尔森、意大利卡兰奇、加拿大布雷斯韦尔、芬兰
SAXDOR、波兰帕克、红龙游艇、澜驰游艇、航通游艇等国内外知名主
力品牌，在线等待订购。此外，多家滨海周边产品展商在线上展期间开
展产品特惠售卖及福利发送等活动。

本届线上展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通过融发布、匹配、洽谈、沟
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线上平台，为参展商提供更为便利的合作渠道；另
一方面，丰富展现和互动形式，加强展商的展示推介效果。为此，又做
到了“三个通过”：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品牌、了解
船艇；通过开展线上推介会，为展商提供集中推介展示的平台，促进产
业交流与合作；通过汇聚行业专家资源，打造“业界观点”专栏，分享真
知灼见，为观众打开行业视野。

记者了解到，第十四届厦门游艇展持续至30日，并将适时在线下开
展配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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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枫叶国际教育博览会
巡回展海南首站近日在海口启幕。
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
法国、新西兰、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
地区的101所高校参展。

据悉，上述高校既有英国的剑
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加拿大的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昆士

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蒙纳士大
学，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等世界名
校，也有加拿大兰里国际飞行学院
和瑞士格里昂酒店管理大学等专业
性院校。

此次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学生、家
长和关注国际教育的人士。一名高
二学生告诉记者，参加教育博览会，

与海外大学招生官交流，可以帮助自
己做好未来留学规划。一名高三学
生家长表示，虽然孩子已经获得四所
海外名校录取通知，但今天还是一起
来到现场了解其他高校，以便更好地
择校留学。

据了解，该类博览会越来越受到
关注。 （李华）

名校云集第十七届枫叶国际教育博览会

11月 23日至 25日，由民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乡村振兴局、全
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等共同主办
的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
示会（以下简称中国慈展会）举办。
本届展会采用全面云上办展的形式
举办，实现线上展会从平面式浏览
向交互式沟通的跨越升级，打造“永
不落幕的慈善盛会”。

本届中国慈展会专设三个线上
展馆——慈善与乡村振兴展示馆、
公益赋能美丽乡村体验馆和慈善文
化科普馆，设计开发了网页端、H5、
小程序版本的中国慈展会云展门
户，运用 3D建模、虚拟现实等科技
手段搭建集展示交流、宣传推介为
一体的全方位云展会平台。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

第九届中国慈展会围绕“汇聚慈善
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主题，担起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使命，突出
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组
建巩固脱贫成果的生力军、搭起社
会力量参与的大舞台、打造助推乡
村振兴的好品牌，为实现共同富裕
作出应有贡献。

四大板块传递理念

展会通过搭建实时交流、场景
共享的“云展会”，开辟“云展示”“云
会议”“云对接”“云体验”四大板块，
共有916家机构、1339个项目、2237
种产品参展。

云展示方面，设置慈善与乡村
振兴展示馆、公益赋能美丽乡村体
验馆和慈善文化科普馆三大展馆，
运用3D建模、5G等科技手段，搭建

涵盖展示、推荐、收藏、评价等多种
功能为一体的云上展厅，更加鲜活
地传递公益慈善理念。

云会议方面，本届展会延续
“1+N”的办会模式，以“乡村振兴·
更均衡的世界”为主题举办国际公
益主题研讨会，并组织开展8场分议
题研讨会和社区圆桌派，重点围绕
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探
寻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突发公
共事件和应急救助中的有效路径。

云对接方面亮点很多：一是搭
建智能匹配和云上磋商系统，依托
大数据分析、即时通信等工具技术，
为供需双方提供智能推荐、在线洽
谈等服务，促进各类慈善要素资源
特别是乡村振兴领域资源与项目的
精准匹配。二是强化平台联动，赋
能提升脱贫地区公益项目和助农产
品的资源链接能力。前期已联合腾
讯公益在“99 公益日”期间推出中
国慈展会乡村振兴项目专题筹款活
动，共吸引约 346.8 万人次参与捐
赠，筹集金额1.73亿元。展会期间，
还将联合 20 余家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电商直播平台等共同发
起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联合行
动。针对参展项目，将联合互联网
公开募捐平台开展乡村振兴主题筹
款活动;针对参展的助农产品，将联
合淘宝、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平
台，开展“云上助农”直播带货活
动。三是展会期间将开展重大项目
签约对接及信息发布、路演推介等

线上资源对接活动，为各类慈善主
体提供多样化的展示推介和资源对
接渠道。

云体验方面，围绕“人人可公
益，人人可慈善”理念，充分融合互
联网、人工智能、新媒体等技术手
段,创新推出“云游百县百景”“益起
解密”等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
的线上公益体验活动，并通过线上
打卡等方式串联线上展馆，增强观
展趣味性、体验感。

设置行业赋能强枢纽

本届展会以资源对接为依托，
以品牌活动为牵引，打造展会行业
赋能支持“强网络”。

在资源对接上，展会兼顾行业
多元发展需求，全面提升资源对接
效率，通过开发大数据智能系统，打
造集慈善全要素资源展示平台、供
需信息匹配系统、云上磋商系统于
一体的综合性对接服务平台，着力
优化资源对接信息平台、搭建知识
型专业服务平台和枢纽型资源共享
平台，为提供便利、高效的对接服务
夯实基础。

在品牌活动上，积极开辟常态
化赋能支持项目，通过“TIFP 公益
新力量计划”、知行合“益”乡村振兴
赋能研学计划等特色项目，深化公
益机构与乡村发展相关领域实践者
交流互动，为行业伙伴提供深入观
察乡村实践的独特视角，引导慈善
力量找准推动乡村发展的切入点，

促进慈善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
慈善资源与脱贫地区乡村振兴需求
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

展会与行业系统联动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慈展会报
名工作自 5月 26日启动以来，通过
主办方参展动员、线上招展推介、项
目大赛遴选推荐等方式推进招展工
作，并在全国招募52家“满天星”计
划合作伙伴实施常态化招展。

本届展会期间，展、会、赛互联
互通、有机融合，构建各板块互相赋
能、协同发力的新格局，并以高效协
同的展会内循环带动形成与行业系
统联动的内外双循环，凝聚慈善力
量，全面铺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新蓝图。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
中国慈展会以展示交流为载体，生动
展现新时代慈善力量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和推动慈善
事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成果；
以研讨会议为航标，紧扣乡村振兴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围绕发
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荟萃前
沿理念，洞察行业发展趋势，搭建慈
善行业研讨平台，为慈善力量参与乡
村振兴和解决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方
案；以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为通道，为
优秀项目及团队提供广阔的展示舞
台，赋能公益新锐力量，为展会注入
新活力、激发新动力。

中国慈展会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 宗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