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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晖余 罗江 温馨

“久久不见久久见”。又见海南，又
一中国主场的国际经贸盛会。

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将在海南海口盛装绽放，迎
八方宾朋，览全球万物。

从广交会到服贸会，从进博会到消
博会，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彰显
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

从“汇全球”“买全球”，到足不出户
“逛全球”“卖全球”，向更美好生活出
发，南海之滨奏响开放合作的乐章，中
国与世界携手共创新未来，也为疫情背
景下复苏任务十分艰巨的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力。

扩大开放
搭建联通“双循环”的桥梁

5月的椰岛，碧海蓝天。刚刚经历
“五一”的热闹人潮，又将迎来一场经贸
盛会——

海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型手
表计时器上的倒计时数字提醒着人们：
首届消博会即将启幕。

这场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盛
宴，吸引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外共超2500个品牌。会展中心内，椰
风海韵的海南元素与国际尖货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这场全球性盛会缘何此时举办？

为何落子海南？
这是中国一如既往扩大开放的庄

重承诺——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决定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
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公布，明确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
位，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办好进
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及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被分别写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

开放的中国，一诺千金。
从服贸会扩大服务业开放，到进博

会扩大进口，再到加快建设海南自贸
港、举办消博会搭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
平台，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开放的中国，魅力尤显。
8万平方米展览面积中，国际展区占

75%，外资企业和外资品牌占大头……
中国大市场点燃国际参展商的热情。

正在上海隔离的瑞士企业 BA-
MOA GmbH董事丹尼尔·巴蒂斯顿
每天都在网上关注消博会最新消息。
由于疫情原因，他能订到的最早航班也
无法及时赶到展会现场，但这并未阻挡

他漂洋过海来中国的决心。
“中国消费市场强劲增长，消费者

对高质量产品需求旺盛，更开放的中国
让我们看到广阔机遇。”巴蒂斯顿说，他
期待借助消博会将瑞士矿泉水、蜜酒等
特色产品带入中国市场。

从进博会到消博会，尽管受疫情影
响，却克服一切困难、不远万里来中国
的故事，正频频上演。这些故事背后，
是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是外资
企业看好中国的强大信心。

这是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
载体——

18k黄金纯手工制作，重达10公
斤，镶嵌着莫桑比克红宝石和赞比亚祖
母绿……由英国知名百货公司哈罗德
定制的名为“盛世百年”的彩蛋，将在消
博会上首发展出。

把最好的产品带到海南来——这
几乎是所有参展企业的想法，也凸显出
中国消费升级的势头和潜力。

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预计未来10
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
元……这样的大市场，有谁愿意错过？

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复杂外部环
境，“十四五”规划纲要以专篇部署构建
新发展格局。这一关系未来发展全局
的重大战略举措，将重塑中国参与国际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
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
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下转A02版▶

东方机遇 共创未来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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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高速看海南——“五一”特色游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罗霞）5月
6日晚，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消博会）开幕式将在海口举行。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首届消博
会组委会获悉的。

首届消博会由商务部、海南省人民
政府主办，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承办。消博会聚焦“高、新、
优、特”消费精品，对标国际专业会展运
营规则，汇聚全球高端优质消费精品资
源，力争打造成为国际消费精品全球展
示交易的重要平台，既为各国消费精品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展示、交易机会，也为

中国各地和各国的消费精品销往世界各
地创造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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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博会国际展区6万平方米，占比
75%，参展企业650余家，参展品牌超过
1300个，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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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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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西班牙敖司堡、澳大利亚澳佳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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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计划单列市单独组团，
分别组织本地消费精品和老字号参展。
国内参展品牌超1200个，参展企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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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期间，除举办开幕式、全球消费
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会外，将举办
一系列的新品发布、行业推介等形式多
样的配套活动。

（更多报道见A02—A07版）

首届消博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金地

南海之滨，海口西海岸。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张开双臂，拥抱四海宾朋。

5月7日—10日，一场集结全球高
端消费精品的展览——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

一展汇全球。国内外超2500个品
牌将集中亮相，70多场发布活动将展
示上百款新品，涵盖服饰箱包、美妆用
品、食品饮料、珠宝钻石等几十个品
类。国内各省份也争相亮出国货精品
吸引国内外采购商。

继博鳌亚洲论坛之后，消博会，这
一国内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缘何会落子海南？

“消博会在海南举办，就是要汇聚
自贸港政策优势，汇聚全球人气，经过
几年培育，形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消

费精品博览会。”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定位，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

“举办消博会，是落实中央精神的
重要行动，是优化国内市场供给、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海南自贸港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海南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沈丹阳这样定位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

在海南举办消博会，为全球消费精
品企业搭建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
——

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
健看来，海南自贸港特殊的免税政策基
础，搭建起国际消费精品进入中国市场

的桥梁，可有效降低国际参展商品的运
输成本，吸引众多国际尖货争相“抢滩”
中国市场。

迄今，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已实施整
10年，累计销售免税品近千亿元。

为支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2020年7月1日，中央赋予海南更加开
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推动免税店提
质升级，有序引入更多免税经营主体参
与离岛免税市场竞争。

目前海南省拥有6家免税经营主
体、10家免税店，其中1家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单体免税店。离岛旅客每年每
人免税购物额度已从2011年政策实施
之初的5000元提至10万元，免税商品
类别扩大到45种。

“加上即将出台的岛内居民日用消
费品免税政策，海南全岛将构建多元化
的免税经营环境。” 下转A03版▶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何落子海南？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在万众期待中，我们于中国的南海之滨，迎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这是一场国际消费盛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国际展区有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50家企业参展，参展品牌超1300个；国内参展品牌超1200个；来自岛外的专业

采购商将超过2万人……一连串高企的数据，绘出一幅中国与世界、海南与世界深度交融、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
海南自贸港，联通中国大市场，带来世界大机遇。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承诺，中国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仅半个月后，首届消博会，这一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精品展会，便在全球最大的自贸港拉开帷幕。承诺铿锵有力，践诺掷地有声！
这一国际消费盛会的举办，彰显了开放的中国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反映出海南自贸港联通中外、打造开放新高地的坚定决心。

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载体——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指出，如果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一个“8”字形，海南就在这个“8”字形的交汇点上。交汇点上的海南，借助盛会联通了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中，为促进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助力。
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平台——

作为国内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消博会更加聚焦“高、新、优、特”消费精品，百姓不出国门，就可购买全球高质
量商品、享受高水平服务。

这是展现海南自贸港形象的新窗口——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有力佐证。近年来，海南牢记嘱托、埋头苦干，推动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全
省发展欣欣向荣、热气腾腾，政策效应、磁场效应逐步显现。

在海南举办消博会，凸显的正是自贸港的对外开放高地效应，是促进消费升级、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举措；反过来，也可更好汇聚自贸港政策优势，集聚全球人气，将消

博会打造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消费精品博览会。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从南海之滨极目远眺，合作共赢的大潮浩浩荡荡。风从海
上起，潮聚海之南！让我们相约消博会，于双循环交汇点

上，共享广阔中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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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时间：2021年5月7日-10日
Date:May7-10,2021

展会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
Venue：Hain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Haikou）

首届中国国际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消费品博览会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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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邱江华）“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
来了新机遇。”日前，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通过了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公司总经理朱济帅说，今后公司可通
过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支持和创新平台
建设的共享，助力企业发展走上快车道。

今年一季度，包括海南长光卫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在内，我省共有167家企业
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1005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海
口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当前，我省正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不断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而产业想要做大、做强，科技创
新的支撑和驱动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高新技术
企业推动我省经济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已逐步成为海南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
擎，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越来越多
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行业领域的领头
羊。可以预见，海南高企将引领全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还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我省的高
新技术企业从“十三五”初期的169家，
此后以每年约40%的增长幅度，到如今

已较“十三五”初增长近6倍。
“加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培育力

度，是促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厅将继续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扩容提速工程，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今年，省科技厅将扩大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后备库，入库一批科技型企业。同时
建设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平台，成立海南
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加大对
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和支持力度，拓展与
市县、园区的联动招商，力争今年全省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200家。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家
较“十三五”初期增长近6倍

（T01—T08版）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赵优）在
骑楼老街近距离接触古老民俗、走进景
区欣赏千年非遗技艺、在滨海音乐节中
感受不一样的假日……这个“五一”假
期，我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极大丰富市民游客出游选择的同时，
更有力带动假日文旅消费。

“五一”假期，《狮王》主题立体特展活
动在海口骑楼老街上演。活灵活现的“雄
狮”跟随着鼓乐的节拍，踏板、采青、吐球、
悬空跃起，引得观众拍手称绝，古老民俗
焕发蓬勃朝气。对于不少游客来说，集文
创、轻食、民宿等业态为一体的骑楼老街
已经成为感受本土文化的打卡点。

无独有偶，海口五公祠景区特邀河
南禹州市好帅打铁花艺术队前来献艺，
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绝伦的“打铁花”
表演。 下转A08版▶

“五一”假期我省举行系列文化活动，出游选择更丰富

文化旅游“景”上添花

5月3日晚，海口五公祠上演非遗“打铁花”表演，1600℃的铁水迸散开来，犹如
烟花绽放夜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十三五”初期以来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每年保持约40%的增长幅度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1005家高新技术企业

较“十三五”初期增长近6倍
其中海口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今年一季度
我省有167家企业

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海口 5 月 5 日讯（记者陈奕
霖）5 月 6 日，海南日报继大跨版、双
封面、云特刊等创新版面形式后，浓
墨重彩推出全彩八连版专刊，聚焦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展现
大牌云集的消费盛会，铺展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的生
动画卷。

全景展示。八连版正面 4 个版连
成一体，用近1.6米的报纸长卷，以大气
的版面语言，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成就，营造首届消博会举办的
热烈氛围。

立意鲜明。封面上两条飘带交会，
契合海南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

汇点的寓意。
长幅手绘。创新采用长幅原创手

绘的形式，结合自贸港建设元素，体现
海南特色、彰显开放姿态。

立体设计。八连版背面 4个版设
计立体直观、现代简约，着重介绍展馆
展区、参展品牌、消费精品等，呈现大规
模、高层次的展会盛况。

铺展“八连版”激情绘盛会
——本报推出全彩八连版迎接首届消博会

5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即将开幕，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展
会布展工作已经就绪，静候八方宾朋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凯 摄布展就绪待宾朋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