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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雪怡）绿色办展，是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
博会）的办展理念之一。首届消博会组委
会在此前发布《参展手册》，对展会设计、
污染控制、展商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的基
础上，于近日发布《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绿色办展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标准》明确规定消博会在绿色展
台、绿色运营、绿色物流、绿色餐饮等方
面的要求，切实将低碳理念融入消博会
管理和执行全过程中，确保消博会筹办
工作绿色、环保、低碳和可持续。

绿色搭建标准方面，《标准》对绿色
设计、绿色选材、绿色安全施工等做了详
细说明，提出可循环展示设计，即对展示
企业进行特有的展示形象识别系统设

计，并通过设计该公司的专用标准展具
和可多次使用的展览系统，实现几年内
长期稳定的重复实施，既可创造统一的
公司品牌形象，又能诠释现代绿色企业
的内涵所在。展示设计所用材料须为环
保材料，包括天然材料、人工生产的生物
降解材料、循环与再生材料净化材料。

绿色运营标准方面，要求实现展区
无污染，包括光污染、噪声污染、废气污
染、视觉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展会
规定各展台进行展品演示时的设备运转
音量最大为60分贝，允许在短时间内超
过上限10分贝至20分贝；获得承办单
位批准的特别演出，允许在短时间内超
过上限20分贝，承办单位有权根据该展
台特殊情况规定其展品的演示时间段及

时长。同时，倡导文明生态宣传，宣传资
料电子类覆盖率100%，以及展区固体
废弃物无公害分类处理率达到100%。

绿色物流标准和绿色餐饮标准方面，
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
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
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绿色运输、绿色仓
储、绿色包装、智慧物流……通过智能硬
件、物联网、大数据等智慧化技术与手段，
提高物流系统分析决策和智能执行的能
力，提升整个物流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
水平，从而达到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目的。此外，首届
消博会期间，所有餐饮服务单位须合法经
营，运用安全、健康、环保理念，须保证食
品生产与服务过程的绿色化。

消博会发布绿色办展标准

展具可循环 展区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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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扮靓椰城 为迎接首届消博会，连日来，海口组织人员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种植鲜花
（图①）、设置灯杆道旗（图②），为新种下的鲜花浇水（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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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携一批“高、新、特、优”
消费精品参展

精品荟萃
“皖”美展示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陈雪
怡）安徽省将组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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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海南日报记者4
月25日从消博会组委会了解到的。

安徽省展位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7号馆省市自治区展区，展示面积
300平方米，以“精品安徽 皖美消费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为主题，
全面展示近年来该省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以及打造“三地一区”和新阶段现代
化美好安徽的新气象和新进程，围绕

“高、新、特、优”，甄选了以安粮集团、轻
工国贸、丰原集团、科大讯飞、古井贡、
口子窖、茶叶集团、荣电集团、三只松
鼠、华米科技、中国宣纸为代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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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坚
持“平台+赛道”的发展战略，推出覆
盖多个行业的智能产品及服务，推动
在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慧司法、智
能服务、智能汽车、智慧医疗等领域的
深度应用。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休闲食品为核心，全渠道经营、
全品类覆盖的多品牌企业，线下店铺
超1000家，覆盖24个省份154座城
市，触达超40万个零售终端。

重庆13个区县和25家企业
组团参会

山城优选
“渝”您相约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记者陈
雪怡）海南日报记者4月25日从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
博会）组委会了解到，重庆市政府高度
重视首届消博会，组织了由13个区县
和砂之船集团、重庆新世纪百货、谊品
生鲜、渝欧跨境等25家企业组成的采
购商参会。

此外，重庆还遴选了金康赛力
斯、隆鑫摩托、峰米激光投影设备、江
小白酒业、冷酸灵牙膏、中华老字号
桥头火锅等企业的近60种优势特色
产品参与特装展示，参展参会人数近
200人。

首届消博会重庆特装展以“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理念为主题，分
为重庆形象展区和重庆特色产品展
区两大内容。重庆形象展区重点体
现重庆在扩大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
护、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领域做
出的新成就、新贡献。重庆特色产品
展区分为“重庆智造”“重庆味道”“重
庆工艺”等3个板块，展示重庆消费
精品。

同时，为促进重庆企业与国内外
知名消费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在商
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的指导下，重庆
市商务委员会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将于5月7日共同主办“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重庆市经贸对接会”。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张斌斌）4月25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国际仲裁院获悉，作为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唯一指定商事仲裁机构，该院将持续
全程全方位提供“线上+线下”“场内+场
外”“调解+仲裁”法律服务。

作为国际性的多边经贸展会，消博
会商事交易与合作领域广，对涉外法律
服务的要求高。为保障首届消博会顺利
有序进行，海南国际仲裁院充分发挥商
事调解、仲裁的独特优势，将在展会现场

设立“调解+仲裁”一站式服务中心，选
派资深商事调解专家、仲裁专家、工作人
员进驻场馆，提供现场咨询指引、立案、
调解、仲裁服务；在官网开通消博会

“24H仲裁＋调解直通服务窗口”，提供
在线咨询、立案等服务；组建国际商事调
解、仲裁专家服务团，编制《首届消博会
国际商事调解员名册》《首届消博会国际
商事仲裁员名册》，提供专业、精准的线
上线下“调解+仲裁”服务。

同时，海南国际仲裁院也将主动走
访调研参展商、消费者等参展主体，精准

对接，了解需求，上门提供调解与仲裁服
务；加强与消博会组委会、省有关部门和
市县的联系、协调，配合完成有关工作任
务；消博会结束后，对有关商事活动后续
可能发生的各类合同纠纷和其他商事纠
纷，持续提供线上线下“调解+仲裁”争
议解决服务。

据悉，海南国际仲裁院将以首届消
博会举办为契机，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大局，创新展会“调解+仲裁”纠纷解决
机制，为海南自贸港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作贡献。

海南国际仲裁院将在消博会设立服务中心、选派专家进驻

提供全方位“调解+仲裁”服务

约50个国家3000余件展品
率先在线上亮相

为让参展商获得更好的参展效果，
首届消博会为展商提供线上展示平台。
展商可在线上录入展品信息，待信息通
过审核后，展品将在消博会官网“云上展
厅”得到展示。

自4月10日首届消博会展商展品
线上展示公告发布后，目前已有来自中
国、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意
大利等约50个国家的800余家展商登
录入驻“云上展厅”，3000余件国内外展
品已通过审核率先亮相，还有许多企业
在陆续登录、入驻中。

记者在“云上展厅”看到，该展厅按
生活时尚展区、珠宝钻石展区、旅居生活
展区、高端食品保健品展区、各省市自治
区展区及服务消费展区6大板块划分，
欧莱雅、蔻驰、雀巢、贵州茅台、同仁堂、
捷克贸促局、法国拉彤城堡公司、多特瑞
公司等参展单位已在“云上展厅”展示展
品，具体包括国际高定配饰、珠宝钻石、
高端食品保健品、新能源汽车等。

“云荐会”推动参展商
和采购商对接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联合主办消博会“云荐会”（马
来西亚-海南专场），推动参展企业和采
购企业对接。

本次活动是首届消博会首场线上预
热活动，各方通力合作，在中国建设银行

“全球撮合家”平台搭建“云荐会”，面向
全球客户现场直播，将马来西亚等东盟
国家优质特色消费产品引入中国，促进
中国和东盟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助
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在“云荐会”上，榴莲、燕窝、咖啡、区
域特色艺术品等领域的13家企业对名
优产品进行了展示，数字认证、健康养护
等新兴行业的一些代表通过宣传片播放
和在线讲解等方式进行了分享。

作为首届消博会的首场境内外专场
对接活动，此次活动迎来参展商和采购
商踊跃参会，多家国内采购商就云荐会
展示产品表达了合作意愿。会后，一些
意向企业通过扫码对接，开展了一对一
撮合洽谈。

消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消
博会一批展前对接活动将陆续举行。其
中，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合中国银行
将举办韩国、意大利专场跨境云端撮合
会等活动。

各类采购对接活动
将在展会期间举行

首届消博会首批采购对接活动和首
批市场化活动近日公布，涉及11场采购
对接活动和11场市场化活动。

其中，首批11场采购对接活动分别
为新疆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新高地
重点领域推介会、浙江自贸试验区与跨国
公司对接会、深圳国际品牌资源对接会、
广西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专题对接会、重庆
市经贸对接会、三亚中央商务区企业对接
会、中国工商银行“海南自贸港投资贸易
对接会”、中国农业银行银企对接沙龙、中
国农业银行财智私行对接活动、中银私享
荟、中国建设银行银企对接沙龙。以上活
动将在5月7日和5月8日陆续举行。

首届消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届消博会迎来采购商的热情参与，大批
专业采购商踊跃报名参加消博会，届时形
式多样的采购对接活动将一一举行。比
如苏宁国际将举办全球招商对接大会等。

此外，消博会APP即将推出，届时
参展商和采购商可利用APP提前预约，
进行对接。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 云上展厅”已展示
3000余件展品、一批展前对
接活动正陆续举行……海南
日报记者4月25日从首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消博会）组委会获悉，首
届消博会线上线下采购对接
活动已全面启动，组委会通
过搭建各类平台和开展丰富
的采购对接活动，为参展商
和采购商对接提供更多支持。

■
本
报
记
者

罗
霞

服务 保障

目前目前，，首届消博会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首届消博会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图为图为44月月2525日日，，在海南国际会展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中心，，布展工人在搬运背景板布展工人在搬运背景板。。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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