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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 4月 29 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张磊 徐家启）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
将于2021年 5月 7日至 10日在海南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记者从海口
公交集团获悉，海口25条公交线路、
400辆公交车，全力以赴满足展会期间
市民、客商等不同人群的公交出行需
求，营造安全、高效、优质、便捷的公共
交通运输环境。

据了解，消博会期间为倡导公交绿
色出行，发挥公交车大容量运载优势，
切实缓解海口市道路交通通行压力，海
口公交集团开通12条公交专线。线路
主要覆盖保障机场、港口、高铁站、长途
汽车站等对外交通设施，以及市域内
72家重点酒店、大型商超、免税城等重
要商业中心，为市民和客商提供“一站
直达”的公交出行服务。同时，开通3
条消博会接驳线。满足会展周边五源
河体育馆、长流起步区南片区、金沙湾
等公共停车场客流公交免费接驳需求。

此外，消博会期间，还将加大途经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8路、28快、35区
间、37路、37快、57路、57快、80路、84
路、观光1号线等10条公交线路（途经
线路配备公交车131辆）发班密度，合
理编排班次，并储备50辆公交应急运

力，根据展会开、闭馆时间及市民游客
集中往返区间，进行高效疏散。

消博会期间，所有持有消博会证件
及参与保障的志愿者均可免费乘坐全
市公交线路（含消博会专线、接驳线），
且不限乘车次数。

记者另悉，消博会期间，展馆北广
场为出租车通道。海口公交集团安排
下属出租车企业安排专人负责省国际
会展中心出租车动态监控，并将会馆及
周边3公里范围划为运力监控重点区
域，在开馆、闭馆客流高峰时段，利用
GPS监控系统调度引导周边出租车前
往该区域运营。同时，统筹兼顾机场、
高铁站、火车站、港口等重点交通枢纽
的出租车运力调度，密切关注运力聚集
情况，并按照航班、车（船）到港、到站时
间节点，及时引导运力予以保障。

海口保障消博会公交出行

开通12条公交专线和3条接驳专线

有保障

温馨提示
消博会期间，所有持有消博会证件及参与保障的

志愿者均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线路（含消博会专线、
接驳线），且不限乘车次数。

海口公交集团开通12条消博会公交专线（共调配公交车180辆）

专线1（新埠岛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2（龙华总站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3（美丽沙花园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4（祗园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5（澄迈老城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6（绿色佳园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7（国兴大润发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8（美兰机场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9（桂林洋大学城至省国际会展中心）专线10（观澜湖免税城至省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11（海口港至省国际会展中心） 专线12（新海港至省国际会展中心）

3条消博会接驳线（共调配公交车45辆）

接驳线1（五源河体育馆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接驳线2（长流起步区南片区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接驳线3（金沙湾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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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消博会）是推动海南自由贸易
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对卓志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月29日，卓志跨境供应链总裁李金
玲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本
次消博会，卓志将展示在品牌跨境电
商、货源共享、海南免税等方面的业务
探索和服务能力，也期望能助力更多
的海外品牌和客户触达国内消费者，
拓展中国市场。

李金玲介绍，目前集团已为多家消
费品国际品牌提供服务，通过全品类、
全渠道、全链路的数字化跨境供应链服
务，帮助品牌搭建和渠道、消费者之间
的数字化桥梁。

本届消博会上，卓志以服务商及采
购商双重角色参加，还将重点展示企业
的货源共享平台，通过卓志“第e仓平
台”连接全球跨境商品供应和渠道，解决
跨境电商企业货源、资金、仓储、备案、清
关、销售、渠道等难题，实现一仓发全网，

全网货共享。该平台目前已覆盖主要的
跨境电商平台、可提供上万种优质进口
商品，同时支持溯源及品质认证等功能，
让下游渠道货源品质有保障。

“同时，卓志可以对接更多国际、国
内知名品牌，服务更多品牌客户，通过
多种方式，包括跨境电商、一般贸易进
口以及利用海南免税政策红利，帮助客
户把优质商品引进中国。”李金玲说。

2020年8月，卓志洋浦全球优品分拨
中心项目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项目与洋
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约，现已于洋浦设
立占地三层共计12000㎡的分拨仓，并于
2020年10月完成首批货物进口。

李金玲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
前景，“结合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
势、海南‘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贸易
自由便利化措施，我们利用多年积累的
服务能力，已经在洋浦快速开展跨境电
商业务，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商机落地及
优质的便利服务，助力更多交易和服务
的集聚和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注入更多动能！”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卓志跨境供应链总裁李金玲：

为海外品牌进入中国搭建数字营销快车道

有目标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陈雪
怡）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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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湖
南外贸精品及具有典型湖湘特色的地
理标志产品。这是海南日报记者4月
29日从首届消博会组委会了解到的。

湖南馆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7
号馆省市自治区展区，展示面积600平
方米，以“湘约海南，畅消湖南”为主题，

展品涵盖时尚生活类、食品保健品类、
消费电子类、珠宝钻石类、文化创意类
五大类产品，聚集湖南外贸精品及具有
典型湖湘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展现湖
南对外开放姿态和浓厚的人文气息。

湘茶、湘瓷、湘莲、原石、竹木制品、
仿真花、刺绣、食品……本届消博会上，
湖南将带来丰富多样的参展展品，以

“湘”观众。

湖南将组团参加消博会

“湘”约海南

本报讯 （记者陈雪怡）5月 7日至
10日，香港贸易发展局（以下简称香港
贸发局）将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全面展示香港
在金融、专业服务、物流及创新科技等服
务业领域的优势，并带来香港设计师在
各项比赛中设计新颖的得奖产品。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4月28日从首届消博会
组委会了解到的。

本次参加消博会，香港贸发局将全
面展示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物流及创
新科技等服务业领域的优势，“香港将发
挥自身优势，全力配合国家发展规划和
方向，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香港
贸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香港贸发
局亦带来了香港设计师在各项比赛中设
计新颖的得奖产品，旨在推广香港优质
的创意设计产业，助力制造业实现转型
升级。

概览香港贸发局展品推介，甲壹科

技有限公司的便携式空气灭菌机，利
用全球专利的 Plascide 微闪电技术，
能快速消灭空气中的细菌病毒，灭菌
速度比其他技术可快至 80倍。数码
绿洲有限公司的 VisualSonic（源视
乐）将艺术和音乐与数码技术相结合，
是一种创新的家居电子装饰画。全设
计有限公司的原创新艺术手工混合素
材时尚项链，灵感来自复古积木玩具，
把不同的几何形状排列成新颖的形
状，加上强烈比的素材——亮面与哑
面、光滑与粗糙、金属与木质，形成有
趣的效果。

创基实业带来香港第一个木手表
品牌，使用回收香港旧楼的木地板制成
腕表，配合太阳能机芯制成这个升级造
及环保概念手表。香港物意有限公司
带来一款突破传统的茶具，每套茶具都
是由不同画师结合“一瓶茶”的独特设
计，手绘创作的艺术精品。

香港贸易发展局将参加首届消博会
携设计师得奖作品亮相消博会

特色参展

本报海口4月 29日讯 （记者罗
霞）华为、红旗汽车、贵州茅台……在
即将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消博会）上，除国际展区
国际大牌云集外，国内展区同样星光
熠熠。海南日报记者4月29日从首届
消博会组委会获悉，首届消博会将迎
来国内众多顶级品牌“大聚会”，国内
参展品牌超1200个，国货精粹将闪耀
会场。

首届消博会国内展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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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单列市单独组团，将分别组织本
地消费精品和老字号参展。

广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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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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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广东展区。

北京稻香村食品、北京同仁堂，四
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公
司，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南
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均
将一一亮相。

江西甄选了“高、新、优、特”的消费
精品亮相消博会，包括景德镇陶瓷、工
艺品、绿色茶饮、特色名吃、智能设备，
景德镇陶瓷集团等企业将携手亮相。

浙江以“灵秀浙江”为主题，甄选
了以海康威视、雅戈尔、华康药业、哈
尔斯、凯喜雅等为代表的17家品牌企
业及7个重点平台参展。

福建聚焦食品、日用品、工艺品、
老字号四个方面进行展示，漳州片仔
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八马茶业、厦门
航空等企业将携手亮相。

西藏“地球第三极”品牌企业及18
家“名、优、特、新”精品企业将参会，带来
特色青稞原料加工产品、牦牛绒制品、高
原蜂蜜、牦牛奶、高原矿物冰川水等。

广西以“品质生活，广西智造”为主
题，甄选了35家广西品牌企业参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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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壮锦、六堡茶等将亮相。

江苏甄选了纺织服装、消费电子
两个优势行业7家企业参展，并组织
13家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类采购企业
共赴盛会，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将携手亮相。

甘肃25家品牌企业的200多个富
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名优特新精”消费
品将集中亮相。

天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消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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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亮相消博会，彰显天津魅力。

湖南展品涵盖时尚生活类、食品保
健品类、消费电子类、珠宝钻石类、文化

创意类五大类产品，聚集湖南外贸精品
及具有典型湖湘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

重庆组织了金康赛力斯、隆鑫摩
托、江小白酒业、冷酸灵牙膏等18家企
业的近60种优势特色产品参与特装
展示。

新疆组织 115 家代表性企业参
展、参会，在展会期间将举办包括展览
展示、推介会、新疆日主题活动等在内
的一系列活动。

黑龙江甄选了北大荒、飞鹤、完达
山等为代表的21家品牌企业及6家特
色景区参展参会。

吉林主要展示汽车、酒类、食品、
医疗保健品等特色产品，一汽红旗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等企业参展。

安徽组织了以安粮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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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安徽省在高新产业、优势传统产业
等领域消费精品。

湖北甄选了湖北科技精品和荆楚
优品共23家重点品牌和企业参展，其
中包括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等。

山东甄选了华光国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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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MOPlat海云链平台、齐鲁全球购等重
点平台参加首届消博会。

河南将带来时尚生活类、食品保健
品、银器箱包、家居瓷器等类别产品。

上海将以上海城市形象展示区亮
相消博会，将现场展示耗时180天制
作的龙凤旗袍禧褂，哔哩哔哩的IP跨
界盲盒机将亮相，F1电竞体验、晨光文
具公益产品、大白兔奶糖等也将亮相。

山西推出企业展览展销、文化演
出、文旅推介等一系列活动，将展出山
西三宝、汾酒、陈醋、特色农产品及工
艺品和智能产品等商品。

宁夏将展示宁夏枸杞、宁夏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奶产业、绿色食品等，宁夏
红枸杞产业销售有限公司等将参展。

辽宁将带来一批“老字号”、“辽字
号”、智能装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绿色
农产品等百余种精选产品。

云南文创及非遗产品、普洱茶等
将亮相，云南白药集团等将参展。内
蒙古甄选了以蒙牛、科沁万佳、葵先生
等为代表的22家品牌特色企业参展。
大连将展示玻璃工艺品、高档订制服
装、高端宠物食品等。厦门组织了8家
优质品牌企业进行统一展出。

青海可可西里食品、青海雪峰牦
牛乳业，陕西果业集团，河北的中粮
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长城汽车，
均将一一亮相。

海南核心展品为沉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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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顶级品牌“大聚会”，参展品牌超1200个

国货精粹
将闪耀消博会

本报讯 （记者昂颖 通讯员李文
录）4月28日下午，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志愿者誓师大会在海口召开。

活动现场，来自省直机关、各大金
融机构以及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医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口经济
学院等院校的600名志愿者作出庄严
承诺：“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志愿者，向全世
界展现海南自贸港青年风貌，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为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
功举办贡献志愿力量。”

“我将用真心和热情做好海南自贸
港政策的传播者，用真诚的微笑和细致
的服务向海内外嘉宾展示新时代开放
自信、日新月异的海南自贸港形象，展

现海南青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消博会志愿者米芳贤表示。

据悉，首批志愿者目前已经陆续上
岗，协助省外事办、省经发局、省商务厅
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完成制证、接待参展
商等前期准备工作，大部分志愿者将在
5月7日上岗。

团省委志工部负责人表示，消博会
志愿服务将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为重要
宾客服务、各省代表团接待、论坛服务、
展馆服务等岗位优中选优地配备相应
志愿者。团省委将加强跟踪督导，抽调
精干力量组成督导队伍，建立志愿者考
核评价制度，做好志愿服务的过程管理
和结果评价，确保各项志愿服务工作有
序有效开展。

首届消博会志愿者誓师大会召开

有态度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计思
佳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邱肖帅）
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游艇展（以下简称“消博会游艇
展”）将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
头举办。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消博会
游艇展招商火热。截至4月26日，已
有59个品牌106艘船艇确定参展，30
余艘游艇运抵现场。

据介绍，消博会游艇展总规模逾
1.5万平方米，旨在打造国内外知名品
牌游艇展示和交易中心，争取落地游
艇研发、设计、制造、贸易等业务，培育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游艇产业生态圈，
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在确定参展的品牌中，水上有47个
品牌87艘游艇，陆上有12个品牌19艘游
艇。同时，陆上展位有21家游艇制造商、
配套设备、租赁等上下游企业确认参展。

28日下午，记者在消博会游艇展
现场看到，搭建展棚的物料已经运抵

现场，工人正清点物资准备开始搭
建。工作人员正用吊车将提前抵达的
游艇摆放整齐。游艇泊位上已经整齐
地停放了30余艘游艇，等待5月7日
正式与观众见面。

“预计5月3日全部到位。”负责展
务工作的三亚塞伦盖蒂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登鑫介绍，消博会游艇展分
陆上展区和水上展区，水上展区共设
百余个水上泊位。目前，陆上展区正
在紧锣密鼓地搭建中。

此外，消博会游艇展将举办十余
场商贸配对、行业高峰论坛、游艇之夜
VIP NIGHT、艇上高端品鉴、模特展
示、水上表演等活动，为参展商、专业
观众及嘉宾搭建近距离沟通交流平
台。展会期间还将推出游艇出海体
验、帆船培训课程、婚纱摄影等系列体
验产品，让全球访客和海南居民近距
离接触和体验高端游艇出行方式，尽
享绝美热带海滨风光。

消博会游艇展已有59个品牌确定参展

30余艘游艇运抵海口

消博会游艇展布展现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邱肖帅 摄

4月29日下午，工人们如火如荼地布置着首届消
博会的展馆。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4月28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南方电网海南
海口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安全用电检查。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杨永光 摄

展台初露

电力巡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