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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展一节”
线上茶博会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谢雷鸣）2021

“两展一节”线上茶业博览会
（2021 北京国际茶业展、2021 马
连道国际茶文化展、2021线上惠
民消费节）日前在云端举办，持续
至12月23日。观众可在“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小程序与“西城消
费”公众号上参与活动。

在云端启动仪式上，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
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表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
全球经济形势衰退的不利影响，
中国茶产业依然表现出较强的发
展定力和韧劲。随着茶叶的营销
渠道和消费方式日益多元化，茶
叶爱好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
消费，电商平台、直播平台成为茶
叶消费的新渠道。

“ 两 展 一 节 ”创 办 自 2012
年。今年线上茶博会设立了线上
展馆区，聚集一线茶企，展品丰
富，还增设畅销品牌馆和文旅成
果馆，以“新品爆品”与“茶旅融
合”为主要元素，广大消费者可领
略国内茶旅融合发展成就，在线
观茶乡美景，赏茶乡美食。 本届
展会专设展会活动和国茶轮播板
块，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展会的趣
味性、时尚感、影响力。

三方主办
SIAL国际食品展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国商

业联合会获悉，SIAL国际食品展
（上海）将于明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北京爱
博西雅展览有限公司和中国商业
联合会已就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正
式签约，并宣布 SIAL2022国际食
品展（上海）将由三方共同主办。

据主办方介绍，三方将促进
国际合作，开展经贸活动，活跃商
贸流通，推进行业进步，为 SIAL
国际食品展全方位、多层次赋
能。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书记、
会长姜明表示，将从国际性、贸易
性、专业性、行业权威性上发力，
全维度升级与扩展 2022 年 SIAL
国际食品展。

法国高美艾博展览集团董事
会主席雷诺哈迈德透露，SIAL国
际食品展（上海）将适应中国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辐射全球，实现
中国和世界的互鉴。

（孙博洋）

我国首次设立的多业态融合的
国际性展览——首届中国（武汉）文
化旅游博览会近日在湖北武汉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由中宣部、文旅部和
湖北省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美丽
中国 美好生活”。

记者了解到，当前，文化和旅游
多业态融合成为行业风向标，作多
业态融合的展会，各参展省市和企
业集中展示了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新成就、新活力，使观众深切
感知“中国之美”。

文旅科技融合创新

记者从展会主办方处获悉，本
届展会规模约 6 万平方米，设置了

“美丽中国行”“极目楚天舒”“武汉
英雄城”等8大展区，除了国内各省
区市，俄罗斯、法国、韩国等15个国

家的旅游主管部门及国际旅游机构
参展。展览还吸引了北京故宫博物
院等 16 家知名博物馆，苏绣、宜兴
紫砂、漆器等 10 个“非遗”项目，以
及保利文化、中青旅、携程、同城、美
团、湖北文旅集团、湖北交投等文旅
企业参展。

本届博览会突出“文旅+科技”
“文旅+传统业态”，既是中国文化
旅游资源的融合汇聚，也体现湖北

“科技强省”的最新成果。展会充分
运用了 VR/AR、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科技融合成果，打造沉
浸式和互动式体验场景，为观众带
来全新的文旅体验。

综合馆展厅比较独特，空间以
环抱式首尾相连的双弧线造型环
绕，打造双面环绕柔性屏卷轴，外侧
呈现中国秀丽山河的动态“千里江

山图”，内侧循环播放着“从长江走
来”“从黄河走来”的画卷，将川流不
息的长江与奔涌澎湃的黄河展现给
观众，大幅提升观众的观展及互动
体验。

荆山楚水引人入胜

此次博览会上，湖北 17个地市
州设立了专门展馆，向观众展现荆
山楚水的风土人物。

湖北馆通过艺术与科技融合，
以创意艺术置景与光影科技结合的
方式，演绎“千年编钟、千年梅树、千
湖之水”以及“千年名楼”黄鹤楼，通
过“光芯屏端网”的高科技应用形成
一个个创新式活态艺术展示区。

在连接各展区的通道上，主办
方特意为观众设计五个创意打卡
点，涵盖“东西南北中”，分别是青砖

黛瓦的“烟雨江南”、荒漠胡杨的“戈
壁风光”、碧海金沙的“椰风海韵”、
千里冰封的“梦中雪乡”、鱼米之乡
的“大江大湖”，为观众提供“移步游
四方，秒至全中国”的奇趣体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枣阳粗
布第四代传承人刘大友表示，很荣
幸参加此次博览会，希望通过这样
的平台弘扬优秀传统技艺，并以展
促销，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中外联动打破传统

从古至今，商贸互通、文化交流
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本届博
览会上，瑞士的巧克力、乌拉圭的葡
萄酒、蒙古国的羊毛衫、韩国的各式
韩服、泰国的香料等令人目不暇接。
异域风土人情架起宽广的友谊之桥。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国内旅游意愿稳步增长，入出境
旅游也有了更多的复苏可能，旅游
产业动能在逐步集聚。展望 2022
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政策协
调有力，少量旅游目的地有望率先
恢复入出境旅游市场。

“多元化、规模化的文化和旅游
融合市场主体已经初步形成，文化
和旅游融合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
不断发展。”戴斌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的发生，客观上使旅游业去旅行
社化、去星级酒店化成发展趋势，与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真融合、深融
合和广融合，已成为现实课题。

业内人士表示，“线上种草、线
下拔草”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从“打卡”到深度体验，旅游业态的
递进也倒逼传统的文化场馆改革运
营方式。

我国首次设立的多业态融合国际性展览在武汉举办

首届武汉文旅博览会以新业态促产业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全国多地已经
清零解封，各地近期陆续宣布有序恢复线下展
会活动。记者了解到，济南、成都、西安等城市
已经恢复举办会展活动，要求在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确保各类展会活动安全有序
开展。

济南市商务局日前透露，济南市恢复举办
展会活动。根据《济南市商务局关于恢复举办
展览活动的通知》，受疫情传播风险和疫情防控
形势影响，11月2日开始，济南市所有展会活动
被迫暂停缓办。目前，山东省新增本土病例已
经清零，济南市在本轮疫情期间未出现本土病
例及境外输入病例。为充分发挥会展经济对该
市住宿、餐饮、旅游等关联产业的强力带动作
用，济南市已经恢复举办展会活动。

通知要求，展会举办期间，各会展企业、场
馆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疫情防控要求，特别
是《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
案（第七版）》等有关规定，严格筛查参展商来源
地，严格落实参展人员核酸检测、证码核验、测
温以及场馆消杀等规定，确保全市各类展会活
动安全有序。

西部城市成都和西安也宣布有序恢复会展
活动。

成都近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
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成都将加快恢
复经济秩序，全力实现年度目标，将充分突出分
业施策，推动消费服务止滑回稳，推动线下消费
服务企稳，加快生活必需品保供等支持政策，适
时推出促销等重大活动，重启各类会展活动，支
持批发零售餐饮等食品企业拓展线上业务。大
力拓展线上消费增量，发展在线文娱、直播带货
等消费新模式，鼓励支持定制消费、数字消费等
消费新业态。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王健表示，
随着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文旅行业的疫情
防控从应急化管理状态进入常态化防控。全市
所有重点景区景点、场所，包括大型活动将恢复
举办。

西安市商务局下发的《关于恢复举办会展
活动的通知》宣布，西安市恢复举办会议、展览
活动。

通知称，当前，西安市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防控工作已从应急
状态转为常态化，为充分发挥会展经济带动西安市住宿、餐饮旅游等关
联产业作用，经请示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西安市会议、会展活动恢
复举办，请各会展承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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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细致做好会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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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西安市商务局了解到，西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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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产业博览会等展会。其中，由西安市政府主办的2021中国（西安）电
子商务博览会将于12月17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有业内人士表示，线下展会是行业重要的服务贸易平台，对于行业
复苏、企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展会举办过程中，主办方、承办方应
当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始终将展商、观众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做好
各项防疫工作，制定详细方案，做到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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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网红达人现场直播、24家
本土名企联袂让利、行业大咖现身
分享直播秘诀……厦门同安区日前
举办的第二届同安电商直播节网红
商品选品博览会取得诸多成果：整
场活动线上直播总观看量 1065 万
人次，点赞超 700万次，活动线上互
动创下新高，本土品牌商家的特惠
产品销量持续攀升。

本次活动由同安区政府主办。
政府搭台、企业让利，配上流行的直
播形式，使疫情防控新常态下同安
的消费市场火起来，呈现多方共赢
的局面。

本届选品博览会的产品类型覆
盖食品、日常用品、体育用品等多个
品类，参加直播的品牌几乎都是相
关领域的领军型企业。

主办方表示，本土优质头部企
业的广泛参与，为整个直播节的推
进起到良好的辐射带动效应。

“电商直播+”
促营销渠道升级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银祥食品
的展台前。很多厦门人早餐喝的豆
浆、午餐吃的肉品，都是这家企业生
产的呢！”网红达人“圆宝”对着镜头
向“粉丝”们介绍产品，过硬的品质
加上充满吸引力的折扣使“粉丝”纷
纷下单。

在金牌厨柜内容工场，同安的
24家企业携最新的产品和诚意十足
的优惠价格开展线上推介。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区别于其他的线上直播，同安区电
商直播节网红商品选品博览会堪称

“电商直播+”。
“我们把产品展示、品鉴评选、

网红选品和线上直播等内容联动综
合起来，旨在实现更高效率的直播
带货，并以此形成示范效应，促进本
地企业的电商渠道升级。”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说。

整个选品博览会不是单纯的手
机直播或产品展示，更像一场盛大
嘉年华。主办方邀请的多位“网红”
主播穿插于各展台，线上直播推介
看展带货，即展即卖。

来自杭州的选品团队、阿里巴
巴特聘直播讲师等行业大咖以及金
牌厨柜品牌副总监专程分享了直播
带货机制及数智化营销转型的经
验，干货十足。

思码光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活动
间隙告诉记者，公司的新品性价比
高，想通过这次选品博览会推介给
线上“粉丝”和选品机构。

直播基地赋能
激发消费潜力

如今的同安，已在电商经济

领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该区
去年举办了首届电商直播节，当
地政府联合本土品牌企业开展直
播带货专场活动，涵盖厨房卫浴、
健身器材、快消食品和日用品。
该活动吸引数千万人次观看，总
销售额达 2800 万元。

“今年我们推出‘3场活动+3大
直播基地’的创新模式，希望进一
步 推 动 电 商 经 济 在 同 安 提 档 升
级。”主办方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
的电商直播节系列活动已经举行
了启动和选品博览会两场活动，后
续将举办一期特训营活动。全区
还将力促工业集中区、同安新城和
莲花抖音小镇三大直播基地建设
发展。

“我们将打造‘基地+直播+互
动+供应链’的全新直播电商模式，
让同安品质产品更好、更精准地对
接渠道和消费市场，推动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同安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举办电商直播节的系
列活动，吸引更多电商运营商布局
同安。

目前，以三大直播基地为依托，
同安正在进一步加快本地企业电商
转型和直播带货渠道升级，用直播
激发消费潜力，促进同安企业品牌、
城市映像、旅游景点年轻化、活动
化、网络化。

厦门同安电商直播节带火消费市场
■ 张珺

江西萍乡第7届
房博会即将举办
本报讯 以“有居宜居乐居”

为主题的 2021萍乡第7届房产博
览会将于12 月 10 日在江西萍乡
秋收起义广场开幕。本届博览会
由萍乡市住建局、市市监局指导，
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市房
地产业协会主办。

此次展会以百姓受益和服务
企业为宗旨，以惠民乐居为目标，
为萍乡市奋力推进“五区”建设、
打造“最美转型城市”贡献力量。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届时将举行房博会开
幕式、直播逛房展等系列活动，呈
现一场一站式看房、选房、买房的
房地产展会。 （彭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