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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全球佳酿，促进开放合
作。第十一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
博览会日前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
举办。本届酒博会由商务部、贵州
省政府联合主办，展示范围涵盖涉
酒全产业链相关材料、技术和设备、
酒类衍生品、酒文化产品等酒行业
全产业链，旨在实现行业集群化、配
套化、链条化、融合化和高质化。

记者从组委会获悉，本届酒博
会设置7个线上展区和8个线下展
馆（展区）。线上设有进口酒展区、
白酒展区、葡萄酒展区、啤酒展区、
果酒和黄酒展区、保健酒和配制酒
展区、涉酒全产业链展区，共计
1874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参展企
业 445家，比上届酒博会增加 8%；
国内参展企业 1429 家，比上届酒
博会增加12%。

贵州是中国白酒重要生产基
地。每届酒博会都有大量观众和
客商来逛展厅、品美酒，今年的酒

博会也不例外。记者获悉，不少白
酒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生产模式，
众多白酒品牌推出白酒衍生品以
吸引年轻消费者。

衍生品种类增多

当前，社会主流消费群体趋于
年轻化，传统白酒消费模式已不能
满足市场需要。在本届酒博会上，
众多白酒品牌推出白酒衍生品。

“我们一直在做一些适配年轻
化、时尚化消费需求的新品研发，以
便更好地打开白酒产业的年轻群体
市场。”茅台冰淇淋销售经理赵露露
说，作为白酒的衍生产品，茅台冰淇
淋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贵州可乐酒同样吸引了不少
观众。“传统的白酒市场已经逐渐
趋近饱和，我们这两年在探索如何
打开年轻群体市场。把东方酒和
西方饮料结合起来，用创新理念撞
击年轻化市场，此款可乐酒就此诞

生。”据贵州可乐酒展台的负责人
介绍，贵州可乐酒在包装方面采用
以经典可乐瓶为形状的白陶瓷瓶，
年轻群体可接受度较高。此次参
加酒博会是为了给产品预热，已有
不少代理商和商超希望开展合作。

数字化提供助力

贵州近年来招大引强，推动完
善白酒上中下游产业链发展。省
内不少白酒企业探索数字化生产
模式，在生产领域将智能制造与传
统工艺深度融合，为白酒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支撑。记者从酒博会
上了解到，通过电商直播方式开展
线上销售的企业不在少数，电商带
货主播比比皆是。

“数字化市场生态建立商品交
易标准，能为中小酒企提供增信背
书，让酒厂专注生产好酒。”一家白
酒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酒类及综合电商平台的崛起，在数

字化技术以及仓储物流的推动下，
贵州酒企纷纷布局线上销售渠道。

“电商服务趋于精细化、多元
化，布局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体系成
为酒业电商创新发展的必由之
路。”金沙酒业销售公司总经理郑
钢在分享近年来该公司电商发展
经验时说，金沙酒业从 2020 年开
始搭建直营电商矩阵，先后在京
东、天猫、抖音、拼多多等几大主流
电商平台布局。

业内人士指出，电子商务的飞速
发展，让传统酒企对电子商务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一个个创新，一项项
规划都表明,贵州白酒产业正在将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以数
字化助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省内外合作

酒博会作为重要国家级对外
开放平台，在推动贵州对外开放和
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在酒博

会举办过程中，国内其他省份纷纷
赴贵州交流。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山
东广播电视台统一组织山东企业
拓展省外市场。济南、青岛、潍坊、
聊城等8个城市的20家酒企携“齐
鲁美酒”组团亮相酒博会，通过集
中展示、现场推介、媒体宣传等方
式，打造“齐鲁美酒”品牌形象，提
升整体竞争力、影响力。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
巡视员耿宪海表示，山东酒企组团
参加酒博会，旨在宣传山东白酒，
让山东的白酒走出山东、跨出国
门。同时，山东酒企向先进的企业
学习先进的经验，推动山东省食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本届大会达成 66 个招
商项目，合同投资总额 475.49 亿
元。其中，现场签约项目 30个，签
约金额 236.77 亿元，涵盖酒类酿
造、酒旅融合、包装配套等产业。

探索数字化生产推出白酒衍生品

贵州酒博会：实现行业融合化、高质化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11 月 25 日至 27 日，第八届中
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
博览会（简称“海丝”品博会）暨第
二届 RCEP 青年侨商创新创业峰
会将在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福
建石狮市服装城展览艺术中心举
办。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艺术中心
一号馆中庭将设置泉州海丝经济
特色展区，突显泉州品牌形象。

本届“海丝”品博会的主题为
“共享新机遇，共启新格局，共创新
未来”。根据展区规划，一号馆一层
展位将设置泉州海丝经济特色展
区、主宾国国家馆展区、国潮品牌展
区、RCEP青年侨商创业品牌展区、
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品牌展区、闽宁
品牌展区等。

其中，泉州海丝经济特色展区将
通过中心点展现“晋江经验”发展史
内容，两边展出“专精特新”工业设计
类、数字化类、文旅类等引领潮流的
产品，突出泉州的“三大比较优势”
（民营经济发达、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历史厚重、在外泉商和侨港澳台资源
丰富）。观众在这里可以了解到，泉
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走过
历史长河，在现代依然是一座充满活
力的创新创业创造之城。这里正在
实施“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战
略，推进高质量发展。

主宾国国家馆展区将展示泰国
的特色食品饮料、化妆品、家居日用
品等，并推介泰国旅游文化产业；
RCEP青年侨商创业品牌展区邀请
青年侨商峰会成员代表参展，展示
各地商协会产业集群馆展品；留学
人员创新创业品牌展区组织各行业
留学归国企业家参展，通过“海丝”
品博会这一重要平台进行经贸交
流，集中展示归国创业成果，拓展海

外留学归国人员与石狮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力求打造留学人才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的典范；闽宁品牌展区
全面展示闽宁协作成果，展出一批
宁夏名、优、特产品；阿塞拜疆国家
馆由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委托的阿
塞拜疆网上国家馆组织方负责，主
要展示阿塞拜疆石榴汁、茶叶、葡萄
酒、白兰地、伏特加等精品，旨在通
过展示阿塞拜疆品牌产品推动中国
与阿塞拜疆经济贸易、文旅等产业
的发展；进/消博会品牌企业展区引
进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医药保健、
消费品等供应商资源，以及消博会
化妆品、保健品、鞋服箱包等国际一
线品牌；“海丝”国家及地区精品展区
拟展示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
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等“海丝”

沿线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特色产
品；综合服务区由福建省贸促会、福
建省知识产权局指导开展“福建贸促
商法服务走进第八届‘海丝’品博会”
活动，设立展会商事法律服务咨询受
理台，为展会提供商事法律服务；科
技成果展区围绕“绿色、科技、生活”
为主题，邀请国内相关高校的有关新
型纺织材料、新型服装面料、新染整
技术等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及行业
领域内具有科技创新竞争优势的创
新产品进行展出，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助推石狮面辅料行业提质增效。

本届“海丝”品博会将首设国潮
品牌展区，展示福建省内外包含中
国元素的流行时尚物品和原创新
品，助力国潮品牌展现品牌价值。
设置该展区的目的，是吸引更多年

轻群体到会参观交流，使其品味中
国传统文化与时尚创意融合之美，
提升参观展的趣味感和幸福感。

本届“海丝”品博会一号馆二层
展位将设置福建品牌企业展区、闽西
南协作展区、石狮食品城展区等。其
中，福建品牌企业展区集中展示福建
品牌企业生产的食品、家居日用品等
相关特色产品；闽西南协作展区展示
闽西南地区优质特色产品，突显山海
联盟合作共赢的丰硕成果；石狮食品
城展区宣传食品城招商入驻政策，并
邀请食品城代表企业亮相，展品包含
休闲食品、伴手礼、酒水饮料、农副产
品和海洋食品等，充分体现“食尚石
狮”的产业力量和本地特色。

目前，根据筹备工作部署推进
会要求，本届“海丝”品博会组委会
执委会下设的七个工作组（综合协
调工作组、招商招展工作组、新闻宣
传工作组、环境整治工作组、安全保
卫工作组、后勤保障工作组、疫情防
控工作组）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第八届“海丝”品博会即将在福建石狮举办
■ 本报记者 毛雯

安恒信息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论坛及展示

本报讯（记者 谢雷鸣）近日在浙
江乌镇举办的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举办了 19 场分论坛，吸引
2100多位中外嘉宾线上线下参会。记
者了解到，这些论坛涵盖了产业链、数
据跨境流动、数字经济等诸多热门领
域。业界人士积极为行业和产业发展
出谋划策。

记者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派员参加了多场论
坛，还在展览板块展示了多项重要成果。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冲突的双
重影响下，产业链问题受到商界普遍关
心。工业互联网论坛的主题即是“数字
化赋能产业链重构”。安恒信息董事长
范渊在论坛上表示，工业互联网供应链
涉及系统、实体、活动多样及结构复杂
等特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问题突
出。应当从数据安全着手，构建更独
立、完整、健康的产业链，应抓住数字技
术创新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这一契机，
形成融合制造优势与数字优势的新型
制造业综合优势，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的
整合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最终实现“链”
的连续性、完整性与安全性。

在数据治理论坛上，安恒信息首席
科学家、高级副总裁刘博表示，处理超
过 100 万个人信息的大型互联网平台
以及关联基础单位，是保护个人数据和
重要数据的第一责任人。监管部门作
为“守门人”，要把握好控制数据跨境风
险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在网络安全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
论坛上，刘博提出，构建全链路数据安全
风险监测与管控应当做好六项工作，即
咨询规划、风险评估、管控加固、威胁检
测、审计溯源、安全运营，通过PDCA循
环，持续优化安全策略、扩展业务场景。

在数字经济论坛上，安恒信息高
级副总裁郑赳表示，数据要素是数字
经济的核心引擎，数据安全的挑战贯
穿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过程中。数据
资产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要利用数据安
全和隐私计算的技术，切实保护好数
据资产的安全，在合理使用数据资产
的范围内，避免数据的丢失和滥用等
非法行为。

据悉，安恒信息展示的多项重要成
果包括EDR明御终端安全及防病毒系
统、安全托管运营服务等。其中，安恒
信息EDR明御终端安全及防病毒系统
采用诱饵引擎，可在未知类型勒索病毒
试图加密时发现并阻断其加密行为，有
效守护主机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