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服贸会，澳门馆设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期展馆，
面积达 108平方米。观众在这
里可以了解澳门的会展、旅游、
文创等产业的发展概况，获知
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投资营商环境，了解澳门贸易
投资促进局的系列服务，把握
政策机遇。

澳门积极发挥中国与葡语
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
助力中医药走进葡语国家。广
东省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共同
开发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简称中医药产业园）还亮
相健康服务专题展区。

近年来，中医药产业园发
挥澳门对葡语国家的窗口作
用，成立国际青年中医生交流
基地，为海内外青年搭建交流
学习平台。截至目前，该基地
已开展 30多期活动，包括中医
药专业培训、中医外语专业培
训、交流沙龙、海外实践等，与
葡萄牙、莫桑比克、佛得角等国
家和地区的十所中医药高校积
极开展交流合作。

中医药产业园国际交流
合作中心经理王丹表示，产
业园根据在葡语国家的调研
及走访情况，与当地卫生部门
合作开展中医特色疗法培训，
除了前期培训的推拿、拔罐、
艾灸等疗法，逐步增加了基础
针灸课程。其中，在莫桑比克
培养的医生、理疗师及药剂
师，已为超过 3 万人次的当地
患者开展了中医治疗，获得较
好反响。

澳门助推中医药
走进葡语国家

■ 刘懋文

作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
要组成部分，会展业正在加快复
苏。9月2日，在由中国会展经济研
究会和首都会展集团主办的 2022
年服贸会首届国际会展经济发展
论坛上，记者了解到，各方通过会
展活动加强沟通、促进经贸合作的
愿望极为强烈。

论坛主题是“积聚会展新动能，
助推城市新发展”，与会者来自商务
部、全球服务贸易联盟、北京市商务
局、北京市贸促会、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国 际 大 会 及 会 议 协 会
（ICCA）、法国智奥会展集团等组织
和机构。大家共话会展经济发展，
共绘中国会展业发展蓝图。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伟东致欢迎
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院长顾学明和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名誉主席陈先进发表演讲。
论坛期间发布了《2021年中国会议
统计分析报告》等七个报告，还达
成了多项战略合作。

会展业界积极创新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秘书长李
薇薇和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

袁再青分别致辞。
“会展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和催化作用，已
成为拉动内需、扩大开放、提升城市
竞争力的重要引擎。”李薇薇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5G、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广泛应用，各地举办“云展
览”，开展“云展示”，组织“云洽谈”，
推动传统会展项目数字化转型，探索
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
办会新模式，不断推进会展业的服务
创新、管理创新和业态模式创新。

当前疫情冲击仍未消退，各地
推动会展数字化、线上线下融合，
为行业拓宽发展空间。珠海市商
务局副局长王伟在“巅峰对话：会
展经济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环节
透露，珠海市商务局与其他部门保
持紧密沟通和合作，除了采取各项
措施推动会展业复工复产，还加大
对会展从业者的培训力度，努力推
动线上展览发展。

本次论坛在成果发布环节发布
的《2021年中国展览指数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称，全国展会市场去
年有所回暖，不乏跨境电商、供应
链、体育服务、智能制造、大健康、数
字技术领域的新兴展会项目。

《报告》认为，纯粹的线上展会

尽管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但
归根结底并不能满足参展商与观众
的“现实交流”诉求。部分线下展将
论坛、新品发布等活动通过&quot;
云直播&quot;等方式呈现，设置云
上展厅等形式，将线上展作为一种
新的传播形态吸纳更多受众群体。

达成多项战略合作

北辰集团分别与北京市燃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李云与北控集团
副总经理、北京燃气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国际燃气联盟（IGU）主席
李雅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充分利用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
街论坛三大平台，引进更多能源会
展活动，组织更多“请进来，走出去”
的国内外行业交往活动。同时，建
立人才交流长效机制，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服务于首
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落
地项目，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魏明乾与北京燃
气集团副总经理曹育军签署了

2025 年 第 29 届 世 界 燃 气 大 会
（WGC2025）项目委托承办协议。
首都会展集团将全面负责大会的会
展策划、招商招展等会务承办工作。

据悉，世界燃气大会（WGC）被
誉为“全球燃气行业的奥林匹克大
会”。第29届世界燃气大会是中国
首次主办的大会。大会展览总规模
超4万平米，将于2025年5月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自2014年北京
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竞选 IGU主席
并申办大会伊始，国家会议中心作
为申办场馆接待了多次考察，最终
以一流的场馆设施和精益求精的服
务水平助力大会成功申办。北辰会
展集团于2021年7月更名为首都会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国际化、品

牌化、数字化”为方向，全产业链上
下游业务不断创新发展。在第29届
世界燃气大会前期筹备时，首都会
展（集团）有限公司从单一的场馆服
务商角色逐步转换为会展运营商，
协助北京燃气集团完成大会往届调
研、会展规划等工作，获得了北京燃
气集团及国际组委会的认可。在 8
月25日举办的WGC2025首次指导
委员会会议上，批准通过首都会展
（集团）有限公司为 IGU 认可的
WGC2025指定运营商（PCEO）。

北辰集团与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协定共同创办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北辰会展研学院，整合资
源优势，协同培养会展专业人才，
开创会展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首届国际会展经济发展论坛积聚新动能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文/摄

“2022全球展览论坛”近日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该论坛围绕

“全球展览：擘画新蓝图，共享新机
遇”这一主题，聚焦会展领域新要素、
新规则、新格局，整合全球展览资源，
共同推动全球展览业创新发展。

作为 2022 年服贸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本届论坛首次升格为由商
务部、浙江省政府、全球服务贸易联
盟（GATIS）共同主办，规格更高，内
容更丰富，平台价值更凸显，国际化
程度更深。

会展已成先导性产业

“展览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的先导性产业。中国将不断深化国
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包括展览业
在内的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发展。”商
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致辞中强调，
要在开放中推进国际展览业深度合
作，持续加强对优化展览业布局的
政策引导，科学规划行业区域布局，

支持地方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和培
育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
和品牌化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姜增
伟表示，展览业在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重要窗口，要融入全球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大潮，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首席执
行官贺庭凯深度剖析了展览业的未
来发展趋势。他认为，贸易展览在
推动全球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缓解，展览
业将迎来全面复苏。

促进投资和贸易

浙江省省长王文序用三个故事
讲述了浙江展览业百年发展路，强
调浙江将聚焦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
现代化先行的宏伟目标，积极构建

区域布局更合理、产业结构更优化、
功能作用更完善、数字业态更繁荣、
窗口示范更突出的新时代展览业体
系，全力打造会展强省。

现场有第十届墨西哥中国投资
贸易交易会、印尼国际采购交易会
等 6 个项目签约。其中，浙江省商
务厅与德国汉诺威展览签订战略合
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宁波出口商品
（德国）展销中心、贝宁（西非）中国
商品展览会、杭州市发展会展业服
务中心与英富曼企业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此次签约进
一步加强了境内外企业的双边交流
与合作，促进了投资和贸易。

会上发布了《中国展览业发展
报告 2021》。现场还成立了全国首
个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基金—浙江数
字贸易创新发展基金。

打造数字贸易平台

论坛期间，杭州市副市长胡伟

推介了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简称数贸会）。数贸会由浙江省
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主办，今年年内
举办，将以“专业化、数字化、场景
化、国际化”和线上线下联动为特
色，打造具备“看趋势、找服务、寻
合作、引企业、选产品”等功能的数
字贸易平台。

胡伟表示，举办首届数贸会，是
国务院在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区方案
中明确的重要任务，是打造国家级
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平台和数字经济
成果展示窗口的重要举措。数贸会
搭建高端对话交流平台，努力推动
数字贸易规则重塑、价值重塑和优
势重塑，着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贸
易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争取
打造成数字贸易领域的“风向标”。

“首届数贸会将是一场推动数
字贸易合作共赢、展示数字贸易发
展成果、赋能新电商发展活力、引领
数智消费新风潮的盛会。”胡伟说。

全球展览论坛升格国家级

整合资源 谋划创新
■ 本报记者 兰馨

“2022 云上消费周”9 月 2 日在
北京启动，推出一系列主题云上促
消费活动，包括“云上咖啡厅”“云
上珍宝馆”等，为各消费品类塑造
新场景。“云上消费周”由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依托“贸促
云展”平台举办，也是北京朝阳区

为配合 2022 年服贸会策划的主题
活动之一。

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朝阳区
商务局副局长陈弘毅表示，“云上
消费周”结合朝阳区消费高地的区
位优势、贸促云展平台的综合优
势，有助于消费恢复、提振经济，减

轻疫情对市场主体的影响。
中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林舜杰表示，“云上消费周”聚焦
提振当前消费，还将发挥政府投
资撬动和重要项目牵引综合作
用，创造消费新增长点，释放国内
市场潜力。

“2022云上消费周”系列主题展塑造消费新场景
■ 本报记者 毛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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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元宇宙+会展”
创新应用推进会线上举办

本报讯 9月2日，2022“元
宇宙+会展”创新应用推进会
在服贸会官网、会展 BEN、苦
瓜科技、第一视频、云上新闻中
心等平台直播。

作为服贸会的活动之一，
推进会设置在一个虚拟太空会
议室，使用了“绿幕+抠像+实
时直播”技术，带给观众不同于
传统线上会议的体验效果。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袁
再青在致辞中表示，当下，包
括元宇宙在内的数字经济发
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会
展业正在探索运用包括元宇
宙在内的新技术、新方法，以
提高会展项目的组织和服务
质量。

北京金山顶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元宇宙研究院院长、中
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
委员会联席秘书长李正海、新
华智云副总裁周劼人、天马辉
集团董事长兼CEO兼国家 3D
产业联盟副会长马全生、乐米
传诚（北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于桄等参会代表认为，
元宇宙和会展业结合的发展前
景很好。

（丁晓雨）

今年是香港连续第九次参加
服贸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
期，香港馆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
主题，聚焦四个领域（绿色金融、科
技创新、“一带一路”及文化贸易），
展现香港独特优势。香港方面还
搭建京港合作对接平台，与祖国内
地抱团服务全球。

近年来，服务贸易已成为京港
合作的重点领域。记者在服贸会
现场看到，香港馆突出其在“一带
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担
任的重要角色，增设了“AR 虚拟
冒险游戏”，让观众从虚拟视角中
了解香港。多件创意及获得设计
奖项的产品体现了香港具有创意
及多元化的设计服务。线上香港
馆同时上线服贸会官网，通过 3D
在线版及2D平面展推介香港便利
的营商环境以及各类商贸服务的
特色。

服贸会期间，香港馆以“京港

合作 服务全球”为主题，举办了多
场研讨会。嘉宾围绕绿色金融、科
技场景合作、企业国际化等议题，
探讨京港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
合作成效与发展前景。

十年来，以“展翅迎风”为设计
主题到以“面向未来”为设计理念，
香港馆展示香港在金融、物流、设
计等领域的卓越服务，也展现香港
在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
建新发展格局下的独特优势。

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内地总
代表钟永喜表示，香港服务贸易正
在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在国
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香港是重
要的窗口与桥梁。香港贸发局连
续多年组织香港馆参加服贸会，旨
在与内地省市和企业加强合作，构
建一个更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一带
一路”综合服务平台，既助力内地
企业国际化发展，也帮助外国企业
把握中国发展机遇。

香港与祖国内地抱团服务全球
■ 本报记者 兰馨

“全景亚运”线上云游、元宇宙
婚礼……2022 年服贸会期间，许
多观众在浙江综合展区体验到了
数字与历史文化结合的魅力。

浙江综合展区围绕“浙江服务
服务全球”的主题，设置中心展区与
四大产业展区。中心展区主要介绍浙
江服务贸易重点发展平台，由数字技
术、数字服务、数字文化和数字平台组
成的四大专区主要展现浙江数字服务
贸易领军企业的最新技术成果。

“数字+”是浙江服务贸易的
看点。“元宇宙第一新闻主播”现场
播报了一段服贸会开幕的消息，引
起许多观众的注意。据悉，只要输
入文字，虚拟主播即可播报新闻、
生成视频。

记者注意到，亚运会成为浙江
综合展区的全新主题。浙江综合
展区特设的亚运会主题展区成为
观众打卡焦点。浙江展区周边环
以亚运色系的两层光带跑道，辅以
飞机写意标志，寓意“两个先行”。
中南卡通携手杭州亚组委开发制
作的毛绒玩具等亚运会吉祥物衍
生产品首次进入服贸会。中南卡
通还带来了天眼等动漫 IP以及裸
眼3D技术等数字文化新内容。

浙江有 361 家企业在线上线
下参展。“趣链科技通过区块链技术
来解决传统贸易过程中多方信息不
对称问题，使交易背景可追踪、可评
估、可监管。”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
司高级市场经理郜云杉说，这是他
们的重点落地场景之一。据记者了
解，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
唯一一家区块链独角兽企业，拥有
全球首个区块链3.0全栈生态。

与此同时，浙江还将“文化+
科技”和“贸易+消费”体现得淋漓
尽致。良渚推出裸眼3D、AR看馆
等技术应用，在衍生开发上探索
NFT、盲盒等创新玩法，观众可通
过数字人民币体验购买良渚周边
产品。以数字文旅服务平台为核
心的天迈科技带来裸眼 3D，将千
年宋韵历史文化与现代盛会杭州
亚运相结合，展示出中国文化浙江
篇章的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

浙江以“数动”为核心，展现
数字化改革成果亮点，以“潮涌”为
主视觉，展示以数字化改革驱动实
现“两个先行”的发展格局。近年
来，浙江省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发展
态势，参展本届服贸会有助于提高
浙江服务出口能力。

浙江展区：元宇宙+亚运元素受关注
■ 本报记者 兰馨

9月2日，2022年服贸会的高峰
论坛之一——首届国际农业服务
贸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国际组
织、涉农跨国企业和商协会的代表
共话农业服务贸易发展。这是我
国农业服务贸易领域首次举办的
重大活动，对于农业服务贸易未来
发展将起到“风向标”作用。

本次大会由农业农村部主办，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承
办，山东潍坊市政府、先正达集团中

国协办。大会以“农业服务贸易：经
贸合作新模式 农业升级新路径”为
主题，设有嘉宾致辞、主旨演讲、专
题发言和圆桌讨论四个环节，聚焦
农业服务贸易内涵意义、发展现状、
典型模式和前景展望等话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
致辞中说，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力
提高、保障供应链畅通高效、实现
全球零饥饿目标，既需要农业跨境
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的稳定增长，也
要大力发展农业服务贸易。中国

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
业服务提质增效，积极扩大包括农
业服务在内的全方位开放，放宽市
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球农
业合作发展作出了贡献。

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表示，农
业是中荷两国双边经贸往来的重
要基础与合作亮点。荷兰多年保
持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地位，创
新和可持续性是荷兰农业政策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先正达首席执行官傅文德表示，

先正达整合优质品种和核心技术，通
过MAP实现“良种+良法”配套落地，
通过提供现代农业综合解决方案为
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墨西哥农业部长维克托·比利
亚洛沃斯、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和世界贸易
组织（WTO）副总干事安娜贝尔·
冈萨雷斯分别发表视频致辞。

企业是推动农业服务贸易发
展的重要力量。美国嘉吉公司动
物营养北亚区总裁郑鸿飞、大荷兰

人集团中国区总裁沃尔特?本兹等
企业人士参与了大会的专题演讲
环节。大会还举办了圆桌讨论。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主任马洪涛在大会总结中说，此次大
会加深了人们对农业服务贸易的价
值意义、典型模式和发展前景的理
解，农业服务贸易必将成为农业经济
增长的重要新引擎。国内外政、企、
学、研各界要加强交流，不断扩大农业
开放合作，凝聚全球合作共识，共推农
业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宗赫）

首届国际农业服务贸易大会在北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