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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踊跃参加首届消博会

展品抢先看

全国众多顶级品牌将集中亮相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罗
霞）全国各省区市踊跃参加首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首届消
博会）。本届消博会上，全国众多顶
级品牌将汇聚一堂，一大批国内消费
精品和中华老字号将亮相。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首届消博会
组委会获悉的。
首届消博会国内展区面积达 2
万平方米，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厦
门、大连 2 个计划单列市，将分别组
织本地消费精品和老字号参展。参

展企业超过 800 家，包括华为、格力、
海康、一汽红旗、比亚迪、茅台、同仁
堂、景泰蓝等众多国内知名品牌。
广 汽 、小 鹏 、华 为 、格 力 、VIVO……这些广东省重点企业和品牌
均将出现在首届消博会上。据悉，广
东积极组团参展消博会，30 余家广
东品牌企业将亮相消博会广东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品质生活，
广西智造”为主题，聚焦“高、新、优、
特”精品，甄选了 35 家当地品牌企业
参展，将带来广西“非遗”、
“ 桂”字号
及老字号品牌，新能源汽车及配件、

无人机等产品。
浙江省将组团参加首届消博会，
以海康威视、雅戈尔、华康药业、哈尔
斯等为代表的 17 家品牌企业及 7 个
重点平台将亮相。
山东省甄选了华光国瓷、宏济
堂、华熙生物、孚日家纺、泰山体育等
企业的一批名优消费产品及卡奥斯
COSMOPlat 海云链平台、齐鲁全球
购等重点平台参加首届消博会。
首届消博会上海馆以
“遇见上海”
为名，聚焦“新品牌 新消费”，将现场
展示耗时 180 天制作的禧褂龙凤旗

袍，哔哩哔哩 IP 跨界盲盒机、F1 电竞
体验设备、
晨光文具公益产品、
大白兔
奶糖等也将入驻该馆。
安徽省围绕“高、新、特、优”，组
织了以安粮集团、科大讯飞、古井贡、
口子窖、三只松鼠、中国宣纸等为代
表的 13 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安徽
在高新产业、优势传统产业等领域的
消费精品。
天津市积极组织企业参展，以桂
发祥、
金星、
长城、
海鸥、
郁美净等为代
表的19家品牌及中华老字号企业将亮
相首届消博会，
彰显天津魅力。

重庆市组织了金康赛力斯、隆鑫
摩托等 18 家企业的近 60 种优势特
色产品参与首届消博会特装展示。
此外，已确定有 10 个省区市将
举办本地精品发布活动，如云南省将
举办消费精品老字号推介会，福建省
将举办闽货精品推介会，西藏自治区
将举办地球第三极品牌推介会，山东
省将举办新产品、新平台发布会，广
东省将举办“粤贸全国”推介会，广西
将举办吉尼斯世界纪录切工钻石新
品发布会，上海将举办“遇见上海”新
品快闪活动等。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
将携多个品牌亮相消博会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陈雪怡）加
拿大第二大鱼类和海鲜产品出口省份、世界
上最大的龙虾加工地、世界烟熏鲱鱼之都
……拥有这些响亮名号的加拿大新布伦瑞克
省（New Brunswick）将携多个品牌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首届消博会带
来新布伦瑞克风味。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首届消博会组委会了解到的。
“中国是新布伦瑞克省重要的贸易伙
伴，我们很高兴能参加首届消博会。”新布伦
瑞克省农业、水产养殖暨渔业厅厅长玛格丽
特·约翰逊介绍，该省此次参加消博会的品
牌包括 Moosehead Breweries（驼鹿头酿
酒）、Pump House Breweries（宝 璞 精
酿）、Covered Bridge Potato Chips（廊桥
薯 片）、Red Rover Cider（瑞 德 路 弗 苹 果
酒）、Ganong Chocolates（加朗巧克力）、
Oxford Frozen Foods（Oxford 冷 冻 食
品）、Cavendish Farms（凯文迪施农场）和
Gourmet Chef Packers。
新布伦瑞克省海产品丰富，且出口量较
大，是世界上最大的龙虾加工地，冷冻龙虾
产量占全球冷冻龙虾供应量的 50％以上。

派克笔将在消博会上举办新品发布会

“世界首款暗尖钢笔”
新品将与消费者见面

制证发证
4 月 23 日，在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制证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加紧制
作发放首届消博会参展参会人员证
件。图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对证件进行
分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消博会证件发放工作启动

注册参展参会
人员已超6万人
截至目前
注册参展参会人员
已超过

6 万人
其中

参展商超过 1.3 万人
采购商超过 2.2 万人
媒体人员近 1000 人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
罗霞）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
会获悉，首届消博会证件发放工
作已启动，一批证件已发出。截
至目前，消博会注册参展参会人
员已超过 6 万人。
据介绍，首届消博会参展参
会人员证件有特邀嘉宾证、参展
证、观展证、媒体证、工作人员证 5
种，分别以不同的证件颜色进行
区分。证件采用非接触式感应通
道技术，通过无感识别提升参会
嘉宾的便利感，加快参会人员的
入场速度。
记者在首届消博会制证办公
室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的
进行证件制作，有的将证件装进
快递箱，准备将证件寄出。
“最近，
我们每天 24 小时都在制证，确保
证件发放工作在本月 28 日前完
成。”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骆飞介绍，参展参会人员领
取首届消博会证件有两种方式，
分别是邮寄和现场领取。
据了解，截至目前，首届消博
会注册参展参会人员中，参展商
超过 1.3 万人、采购商超过 2.2 万
人、媒体人员近 1000 人。

展品“报到”

4 月 24 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工作人员在搬运首届消博会展品。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消博会百批国内外精品展品已抵琼
搭建布展4月27日正式开始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罗
霞）来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的展品到哪了？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首届消博会组委会获悉，来自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精品正陆续运抵
海南，
上百批国内外展品已进入展会现
场仓库，搭建布展工作将从 4 月 27 日
正式开始。
近日，消博会首批暂时进境展品
抵琼，
共766箱、
10.6吨食品。随后，
消
博会首批空港进境奢侈展品顺利通关，
涉及珠宝、首饰、服装等，
货值约 196.7
万港元。为保障首届消博会的展览品
快速通关，
海口海关在通关现场开设消
博会展品通关报关专用窗口，
指定专人
负责，
采取
“一批一报”
的方式办理通关

手续，
对消博会展品及物资实现 24 小
时全天候通关。
上个月，重型集装箱货轮“长赐”
号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导致运
河堵塞。在拥堵中，首届消博会参展
单位爱尔兰中资企业商会、大商集团
组织的酒水、橄榄油等参展产品也被
堵在苏伊士运河航道上。经过连续
几天的救援，搁浅货轮成功起浮脱
浅，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这些被堵
的消博会展品，将如期在消博会上和
消费者见面。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外各类
精品展品正陆续运抵海南，法国贝玛
格雷、泰国正大集团以及部分省市代
表团的上百批国内外展品已进入展

会现场仓库。
首届消博会搭建布展将从 4 月
27 日正式开始，特装展位面积占比将
超过 90%。近期，消博会组委会对外
发布了《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绿色
办展标准》，对绿色办展办会有关的
展会设计、污染控制、绿色物流、绿色
餐饮、展商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
求，确保首届消博会筹办工作绿色、
环保、低碳和可持续。
据了解，首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
8 万平方米，预计将成为亚太地区规
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其中，国际展
区 6 万平方米，分为时尚生活、珠宝
钻石、高端食品保健品、旅居生活和
综合服务五大专业展区，参展企业

648 家，参展品牌 1319 个，来自 69 个
国别和地区，瑞士将担任首届消博会
主宾国。参展头部企业包括法国的
路威酩轩（LVMH）集团、开云集团、
欧莱雅、人头马君度、马爹利、老佛
爷，瑞士的历峰集团、瑞表集团，英国
的捷豹路虎，德国的汉斯游艇，日本
的资生堂、芳珂、欧姆龙，美国的强
生、戴尔，以及西班牙的敖司堡、澳大
利亚的澳佳宝等。国内展区 2 万平
方米，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厦门、大
连 2 个计划单列市，分别组织本地消
费精品和老字号参展，参展企业超过
800 家，包括华为、格力、茅台、同仁
堂、景泰蓝等众多国内知名品牌。

海南馆开始搭建展位

810平方米展区将展示海南“名特优新”
产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随着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举办之日临近，展会的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抓紧推进。4 月 24 日，海南日
报记者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展
馆周边的环境综合整治已接近尾声，
升级改造后的会展中心一期焕然一
新，海南馆施工队当天进场，开始搭
建展位。
记者来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看
见场馆外围有工人在绿化带忙碌，补
植的鲜花、绿草烘托出节日般喜庆的
氛围。据悉，为确保展会顺利举办，
海口市专门成立了综合服务保障小
组，对会展中心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

治，启动了城区绿化带修复补种工
作，检修周边夜间照明设施及标志性
楼宇的亮化工程设施，确保城市道路
装灯率 100%。
海口市商务局副局长陈人生告
诉记者，为做好首届消博会的服务保
障工作，海口列出了含 180 多项内容
的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已完成其中的
80%，
部分工作将持续到展会结束。
在 6 号展馆外，来来往往的货物
运输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走进大
厅，只见许多包裹分门别类摆放着，
从张贴在纸箱上的货物清单上可以
看出参展物品的种类十分丰富，有食
品、饮料、酒类、化妆品，还有按摩机
器人、汽车、钢琴……几名工人正忙

着搬运货物。
“这些都是参展的物品，
中远海运
作为运输服务商，从 4 月 15 日开始负
责展品的运送，
目前已完成总工作量的
90%，
预计到明天，
所有的运送工作就
可结束，
接下来就是各参展商进场布展
了。
”
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天，记者在 8 号馆看到，搭建
展台所用的空间构造物、隔断等已
经搬进场馆里，两台吊车在作业时
发出轰鸣声。
“ 这里是海南馆，为首
个开始搭建展位的展区。根据组委
会要求，搭建展台用的都是天然材
料、生物降解材料或循环再生材料，
为了践行绿色环保的理念，体量上
也进行了简化。”施工方负责人一边

忙碌一边介绍。
海南馆位于 8 号馆中心区域，面
积约 810 平方米，展台设计综合运用
了实物与多媒体设备。其中，实物展
览，主要以海南本地核心展品和“名
特优新”精品实物为主，核心展品为
沉香、海南黄花梨、黎锦等高端文创
产品，辅以海南高端农产品、高科技
产品等；虚拟展览将采用声光电等多
媒体技术手段，展示其他高端特色产
品，发布商品简介、企业地址及联系
方式等。
展馆服务保障组负责人告诉记
者 ，预 计 从 4 月 27 日 开 始 ，其 他 展
馆也将陆续有工人进场，开始搭建
站位。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陈雪怡）
Sakura&CO·樱花-全球时尚精品零售平台
将携手世界知名书写品牌“ParkerPen 派克
笔”参展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首届消博会组委
会了解到的。
在首届消博会派克 51 新品发布会上，派
克 51“ 世 界 首 款 暗 尖 钢 笔 ”新 品 将 正 式 发
布。派克笔公司自 1888 年创立以来，坚守匠
心，展现独特风格与工艺，高品质材质获得
全世界认可，并通过严格测试及对细节的专
注，将精湛技术融入每款产品中。
Sakura&CO·樱花-全球时尚精品零售
平台集合各国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消费精品，
是全球时尚设计和高品质生活方式的倡导
者。该平台销售高级书写、打火机、个人配
饰、商务精品等产品，涉及 Parker、Waterman、Hugo Boss、Victorinox、Zippo 等
传奇品牌。

服务保障
琼粤携手为消博会相关运输车辆
进岛提供便利

开辟绿色通道
优先安排过海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邵长春）海
南日报记者 4 月 24 日从海南省海峡办获悉，
受省交通运输厅委派，海南省海峡办已派员
进驻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驻点为首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相关运输车辆搭乘琼州
海峡轮渡进岛提供便利和保障。
据悉，随着首届消博会举办日期的临
近，消博会展位搭建物料和展品运输车辆
将陆续进岛，预计将有 1500 余辆大型货车
和 400 余辆展品运输车陆续通过琼州海峡
进岛，相关车辆进岛高峰期在 4 月 25 日至
28 日。
据悉，
海南省海峡办将联合广东省海峡办
采取多项措施，
在琼州海峡南北两岸成立以交
通、
公安、
海事、
港航企业为成员单位的领导机
构，
负责部署、
落实消博会运输保障工作。
同时，琼粤两省海峡办、琼州海峡南北
岸港航企业将安排专人从 4 月 23 日开始 24
小时值班，并负责与消博会运输车辆对接，
提前确认车辆抵港时间，做好对接服务工
作。此外，还将开辟绿色通道并设置醒目标
志，确保消博会运输车辆优先安检过磅、检
票与装载。
琼粤两省海峡办还将明确分类保障方
案，当消博会物资运输车辆抵港数量较少
时，优先安排开航时间最近的船舶预留车
位进行配载；当数量较多时，将单独安排专
班船舶进行运输。此外，港口将开通快速
通道、设立服务中心和接待中心；做好宣传
工作，在靠港公路、码头悬挂横幅，营造良
好的氛围。

⬇首届消博会举办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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