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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

09：00-10：00 领导和嘉宾巡馆
美丽之冠各展区 凭邀请入内

10：00-10：30 开幕式
美丽之冠时代广场主舞台 对外开放

10：40-11：10 省领导会见重要嘉宾
美丽之冠冠体大厅 凭邀请入内

11：00-12：30 投资海南商务午餐会
美丽之冠圣美厅2&3 凭邀请入内

14：30-15：30 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工作会议
三亚鸿洲国际游艇酒店 凭邀请入内

14：30-16：00 泛南海经济圈服务贸易高峰论坛
美丽之冠圣美厅3 凭邀请入内

15：00-18：00 2018海南会展业发展大会
美丽之冠圣树厅1 对外开放

16：30-18：00 中国（海南）-国际经贸合作交流会

美丽之冠圣美厅1 凭邀请入内

18：30-20：00 餐叙会
美丽之冠圣美厅2&3 凭餐叙会餐券入内

20：00-22：00 海博会之夜文艺晚会
美丽之冠时代广场主舞台 对外开放

1月12日-15日

09：00-18：00 国际展区
美丽之冠海南国际博览中心 对外开放

09：00-18：00 服务贸易展区
美丽之冠海南国际博览中心 对外开放

09：00-18：00 国际旅游岛展区
美丽之冠海南国际博览中心 对外开放

09：00-18：00 “一带一路”国家及港澳台旅游贸易展区
美丽之冠商业城 对外开放

09：00-21：00 休闲旅游展区
美丽之冠时代广场 对外开放

09：00-21：00 海南特色美食展区
美丽之冠酒吧街 对外开放

09：00-21：00 房车休闲展区
美丽之冠大剧院广场 对外开放

主会场

2018第三届
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日程表

1月13日

08：30-09：00 市领导会见重要嘉宾
美丽之冠冠体大厅 凭邀请入内

09：00-11：00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圆桌会议
美丽之冠圣美厅1 凭邀请入内

09：00-11：30 海南国际旅游岛商业高峰论坛
美丽之冠圣美厅2&3 对外开放

15：00-17：00 美丽乡村建设发展论坛
美丽之冠圣美厅1 凭邀请入内

分会场

1月12日-15日

10：00-22：00 免税购物嘉年华
三亚国际免税城 对外开放

1月13日-14日

15：00-17：00 大型拍卖会
海博会A区 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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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省商务厅、三
亚市人民政府、商务部外
贸发展局、海南省贸促会
共同主办，海南国际旅游
岛会展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的“2018第三届海南
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海博会”）于
1月12日在三亚美丽之
冠盛大开幕，展期为期四
天（1月12日—15日）。

本届海博会亮点纷
呈，规模、档次和质量将
创历史新高，将搭建进口
商品展示交易、服务贸易
展示交易和开展专业论
坛以及相关招商活动的
重要平台，促进海南服务
型开放型生态型经济发
展。

本届海博会以“促进
泛南海经济圈服务贸易
交流合作”为主题，吸引
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以及全球商贸界、会
展界、旅游界、政企学研
专家学者以及国际性展
商等齐聚海南三亚，共商
共话国际旅游服务贸易
交流合作与发展之道，并
将进一步推动海南国际
性展会发展与海南国际
旅游经贸合作发展。

热烈庆祝2018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隆重开幕
海南省商务厅、三亚市人民政府、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海南省贸促会共同主办

自2016年以来，海博会已成功举
办两届，在海南初步形成了“北有冬交
会，南有海博会”的格局。海博会因海
南会展业发展而生、而兴，已成为海南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服务贸易展示交易
和开展综合招商活动的重要平台，被誉
为海南会展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通过两届实践，海博会已基本形
成以服务贸易和国际旅游商品为特色
的品牌展会，规模和经验积累已较为
完善。本届海博会举办后，我省将向
党中央、国务院申报由商务部和海南
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展会。

近年来，国家相继赋予海南离岛
免税、离境退税、航权开放、57国入境

免签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海南服务贸
易改革试点工作位居全国前列，大幅
提升了境外来琼参展的便利化水平；
2017年以来入境游客人数大幅增长
40%，为海博会提升国际化水平创造
了良好条件。

海南省处于南海核心位置，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与11个南海
国家和地区为邻，地缘相近、人文相亲、
民俗相通。近年来，海南着力发展以旅
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在旅游、教育、
文化、医疗等领域与南海国家建立了合
作交流关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据统计，中国对南海8国（越南、
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文莱、新加坡）服务贸易额约
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的 32%。
如升格获批，未来海博会将聚焦南海
和服务贸易两个核心，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总体框架下，建立一个新的服
务贸易主题机制性创新合作平台，进
一步深化南海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
人文交往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扛起国
家战略的海南担当。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
大对海博会等一批品牌展会的培育力
度，进一步完善推动会展业发展的体
制机制，加大对海博会等重点展会的
扶持力度，不断保护和提升冬交会、海
天盛筵等成熟品牌，全力办好中国（海

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和中国（海
南）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等“国字号”
展会，力争将海博会上升为面向全球
的服务贸易主题国家级展会，培育休
闲旅游博览会、国际咖啡展、健康博览
会等海南特色产业展会。

接下来，我省将积极对接国际国
内优质会展资源，加大海南会展业招
商推介力度，积极招展引会，支持会展
企业参加全球展览业协会等国际组
织，积极培育引进一批会展品牌。力
争到2020年，全省获得国际认证品牌
展会活动达到10个左右，为实现会展
业“五年成势”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本版策划/撰文/供图 易华）

发展海洋经济，实现蓝色崛起已
经成为岛屿经济体的共同愿景。以海
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
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我国
与泛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任务。

海南地处“泛南海旅游经济圈”的
中心位置，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海南将
在“泛南海旅游经济圈”的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南
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临北部
湾，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

相对；东濒南海，与中国台湾相望；东南
两侧与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东帝汶、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为邻。

近年来，海南国际航线频开，国际
邮轮纷至沓来，为海南与泛南海国家
和地区开展海上旅游合作创造了良好
条件。海南正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这为海南加强泛南海旅游、
服务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交流奠定
了重要基础。《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
海南诸多含金量很高的旅游及相关服

务业开放政策，抓住“泛南海旅游经济
圈”建设机遇，加快推进海南旅游转型
升级，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经济
合作圈”正当时。

本届海博会为突出海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将举办上海合
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专项工作会议、中
国（海南）—国际经贸合作交流会，并将
作为机制性活动延续下去。会议期间，
将有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成员
国分委会负责人、企业家代表，以及新
加坡、香港和德国等国家与地区企业家

代表约70人与我省相关产业主管部
门、园区和企业代表出席，共同探讨中
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的经贸合作与
发展，听取对改善我省投资环境的意见
和政策建议，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家跨
国公司在琼投资。

伴随着2018海博会后期影响，展
会组委会将继续凝聚全球行业智慧共
同发力海南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会展业
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不断做强海博会
品牌效应，继续推动以海南为中心的

“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繁荣与发展。

作为2018年的开年大展，海博会
是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新发展理念，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围绕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定位，发挥“生
态立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
优势，最大程度释放免退税购物政策
效应，引领消费升级，提升商贸服务业
和旅游业水平，推动会展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展会活动，对海南会展业发展
与旅游商贸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2015年，海南省政府将发展壮大
会展业作为今后我省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12个重点产业
之一，明确提出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在此背景下，“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
会”应运而生。2017年海南省《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海南将加强与南海各
国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方面合作，
推动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迎合
时代召唤，2018海博会将“促进泛南
海经济圈服务贸易交流合作”作为今
年主题。

2018年是落实会展业引领重点
产业突破的元年，也是中国大力发展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即将到来的2018年，不仅是改革
开放40年，而且是海南建省和海南经
济特区成立“双30年”，美丽新海南建
设已进入攻坚阶段，海南发展目标更
加明确，海南会展业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更是成为必然之势。

围绕服务贸易合作创新发展主
题，本届海博会将举办“泛南海经济圈
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和“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圆桌会议”，将吸引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泛南海

地区的商贸界、会展界、旅游界、政企
学研专家学者、国内服贸创新试点地
区领导齐聚三亚，共商服务贸易合作
与发展之路。

历经两届积累，2018第三届海博
会具备一定品牌影响力，并将继续扩
容升级，注重国际化程度与开放性，以
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作为建设国
际购物中心的重要载体，并致力打造
成为国际品牌展示交易、旅游购物、休
闲娱乐等要素资源集聚的重要平台，
为海南注入经济新动力。

“海博会”自2016年以来已举办
两届，本届海博会规模到底有多大？
一组数据让大家一目了然。2018第三
届海博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6万平方
米，比上届增加5000平方米；共有30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比上届增加8个，
增长36%；国内将有27个省市区参
展，较上届增加3个；参展商数量达
746家，较上届增长68%；参展商品将
达到5万种。

本届海博会由展览、会议、活动三
大板块构成。作为海南省重点培育的
国际会展品牌，充分将海南的“生态立
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互融合，展示海

南国际旅游经贸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本届海博会重点展示海南作为泛

南海经济圈开放中心高地的全景形象，
展览分为五大展区：A区主要包含国际
展区、服务贸易展区、国际旅游岛展区；
B区为“一带一路”国家及港澳台旅游
贸易展区，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
461家企业将参展；C区是休闲旅游
展区，37家知名旅游企业将参展；D区
是海南特色美食展区，将为市民和游客
展示海南特色风味美食；E区为房车休
闲展区，将展出30辆房车及相关装备。

其中，国际展区邀请了“一带一
路”和泛南海地区12个国家、地区参
展；服务贸易展区将以上海、天津、海

南等15个国家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
区为主，同时邀请缅甸、印度、巴基斯
坦、尼泊尔、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8
个国家地区参与，将展示泛南海地区
服务贸易发展的最新成果。

本届海博会还将举办“泛南海经
济圈服务贸易高峰论坛”“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圆桌会议”“上海合作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专项工作会议”“中国
（海南）—国际经贸合作交流会”“海南
国际旅游岛商业高峰论坛”“海南会展
产业发展大会”“美丽乡村建设发展论
坛”等7场会议，参会国家和地区将达
到17个。

为促进观众互动参与，本届海博

会将有746家展商携超过5万种商品
参展，展示的内容包括旅游工艺品、纪
念品、旅游装备、旅游景点（区）、红酒、
服装、特色美食和房车及装备，同期还
将举办免税购物嘉年华、大型拍卖会
活动，为观众观摩、购物提供丰富的选
择。本次展会还将开展最佳展台、最
佳组织者、最佳服务商、最受欢迎展品
四个项目的评奖。

值得一提的是，海博会期间还将举
办“海博会之夜”专场文艺演出，邀请境
内外高水平演出团队为三亚市民献上
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观众还可以通
过扫描活动二维码，参与腾讯网等新媒
体在线直播的方式，线上游览海博会。

30个国家、地区746家展商携5万种商品参展

“商贸＋旅游”为海南经济注入新动力

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

力争打造为国家级品牌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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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2日，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在三亚开幕，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6个省市的556
家参展商参展，签订采购协议4.6亿元，观众超过28万人次。

三亚美丽之冠。

2017海博会吸引众多观众，
现场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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