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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熊丽）5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即将到来之际，该局

积极组织引导海口各涉旅、涉文企业推出消
博会系列优惠措施，并发布“看山观海 戏

水踏浪”“乐园研学 城市夜景”“徜徉市
井 千年文化”“文艺时尚慢生活”等6

条定制旅游精品线路，让市民游客

在逛展之余畅游海口。
据了解，在消博会期间，游艇展将同时在海

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举办，现场还有惊
险刺激的海上冲浪表演，让市民游客感受水上
运动的独特魅力。火山口地质公园将举办非遗
展演，广大市民和游客可欣赏到八音、公仔戏、
琼剧等精彩演出，凭消博会入场券还可获得特
惠入园门票。

5月6日-10日，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将

面向全城免费送夜场票，丝路探险、光影奇境、
魔幻谷、梦幻童异域等奇趣横生的游乐项目将
打造出幻境般的娱乐体验。在假日海滩，凭消
博会证件也可享受烧烤炉位优惠等活动。

海口湾演艺中心将从5月6日-10日推出
“风从海上来，百年旗正红”系列活动。钟楼光
影秀活动则将结合首届消博会元素，用现代化
多媒体艺术手法以及高科技为市民游客带来流
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地质公园看演出、长影乐园逛夜场、假日海滩吃烧烤、百年钟楼光影秀……

相约消博会 花式 海口

129个进口特殊食品
获颁临时注册许可证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夏方禹娃）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省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继首批颁发21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进口特殊食品临时注册许可证书后，
经组织专家严格审评，该局近日又完成108个进
口特殊食品的临时注册。至此，该局根据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权，共颁发了129张进口特
殊食品临时注册许可证书，完成首届消博会进
口特殊食品临时注册和信息登记。

这批进口特殊食品包括婴幼儿配方乳粉6
个、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8个、保健食品115
个。省市场监管局还为111个功能声称食品进
行了信息登记。

上述共240个食品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国
家知名企业，它们将在首届消博会亮相，使消
博会展品更加丰富。

海南一中院：

展会现场提供
涉外司法服务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马润娇）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在海口举行。5月
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为充分发挥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优势，该院设立消博会司法服务联络点，
为展会提供精准、优质的涉外司法服务。

据了解，为保障消博会顺利有序进行，海
南一中院将在展会现场设立诉讼、调解、仲裁

“三位一体”诉调裁对接窗口，选派法官进驻现
场，提供现场咨询指引、立案服务。同时，消博
会期间，将开通海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在线多元
化解平台24小时线上直通服务，涉消博会的诉
前调解成功案件，可减免诉讼费。

此外，海南一中院还走访参展主体，与各
保障工作组（委）协调配合，调研涉外法律服务
需求，提高司法服务水平，在消博会结束后，还
将对涉消博会国际商事纠纷持续提供线上线
下的诉讼、调解、仲裁争议解决服务。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场馆内4G和5G
覆盖率达到99%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严琛 龚宝莉）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消博会）于5月7日至10日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作为首届消博
会的通信保障单位，在会展中心及周边累计开
通4G基站及室分15个，开通5G宏站及室分7
个，实现场馆内4G、5G覆盖率达到99%。

据悉，中国电信海南公司提前部署，建立统
一调度、有效保障的通信保障指挥体系，积极投
入建设扩容、网络设备安装优化、隐患排查、资
源落实等全方位保障准备工作，并根据场馆的
业务需求和网络安全需要，提前进行双路由、中
继光缆的扩容建设，提前做好场馆的通信网络
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累计开通各
类专线82条、数字电路8条、宽带246条、固话
38部；保障29个重点接待酒店的互联网专线
速率达到千兆，在6至8号场馆区域开通AP热
点82个，实现无线WIFI全覆盖，为会展中心提
供双路由出口有线局域网带宽6个万兆。

同时，根据统一部署，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还开通4个应急保障快优应急站，推动5G-
NSA、SA双模开通，针对参会嘉宾做到5G快
速接入，让参展者畅享超高速通信网络服务。

省公安厅：

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菅

元凯）5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切实做好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安保工作，全省公安机关坚持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秉承“万无一失、一失
万无”理念，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确保各项安保措
施落实，为首届消博会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
环境。

首先，确保场馆活动安全有序。一是强化
场馆安保措施，安排部署2297名警力和1184名
保安参与消博会现场安保工作，采取一车（人）
一证一位精准管理。7日至10日，现场设置5个
安检通道、12套安检设施，展商、工作人员、观众
凭证凭票经检验人证（票）合一、人身、物品安全
检查后进入。二是加强现场交通安全保障，划
定道路交通分级管控区域。三是协同消防、应
急、医疗等单位开展了反恐、应急处置等科目的
实战演练。四是加强消防安全检查，展会期间，
每日派出17辆消防救援车、75名消防员负责会
场周边消防安全和应急救援工作。五是协助落
实疫情防控政策，在展区出入口、展馆连接点等
区域设置体温检测点和医疗服务站。

其次，确保风险隐患清零。一是全力构建
环琼环海口安保圈，部署“环琼安保圈”8个公
安检查站、省内“三纵三横”临时公安检查站及
治安卡点、环海口和环会展中心等治安卡点。
二是开展专项行动，滚动摸排影响消博会安全
稳定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三是
组织各地公安机关制定消博会期间处置突发
事件工作预案。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
计思佳）5月6日下午，海南双品
网购节系列活动暨“消费海南直
播馆”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海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打造“消费海南直播馆”，
是抢抓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热度、激发海南电商市场
活力、加速海南直播电商发展
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将按照

“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市场运
作”的原则，大力支持直播馆的
发展，努力将其打造成我省优
秀品牌和企业拓展电商销售的
主阵地、海南直播电商发展的
重要平台。

据介绍，首批参加直播馆的
企业包括海南龙泉、京润珍珠、
海南品香园、海南符氏食品、赵
西施、金水葫芦、黑珀尔、小象呈
鲜等。海南省电子商务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批
参与的企业有传统企业
和传统品牌，也有新兴
品牌和境外品牌。这些
企业将在消博会期间开
启直播带货，推介海南“品
牌、品质”商品。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海南省
商务厅主办，海南省电商协会、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淘宝直播协
办、银河众星承办。

“消费海南直播馆”开馆

直播带你“购”海南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李映君 张可）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消博会）开幕在即，5月 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免集
团获悉，该集团海南离岛
免税门店推出消博会免
税购物“专属福利”，为
广大消费者送上多重优
惠活动和贴心服务。

购物优惠方面，消博会
期间，中免集团旗下CDF海口

日月广场免税店与美兰机场免税
店同步开展单件85折、3件8折
的全场香化促销活动，还有部分
爆款单品闪购低至6折，以及在

微信公众号开展“千元精品代金
券任意领”等优惠促销活动。

购物服务方面，5月7日-9
日，日月广场免税店将营业时间
提前一个小时，上午9时就开门
迎客，5月7日-10日，推出日月
广场免税店-消博会会展中心的
免费接驳车服务。

另外，为支持并积极参与
“消费新模式，美好新海南”海南
消费促进月以及“健康游 欢乐
购”主题活动，中免集团推出海
南五店通用百元无门槛消费券，
并面向岛外终端市场发放千元
优惠套券，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消
费“礼包”和良好购物体验。

中免门店派发消博会“专属福利”

免税店里“购”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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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知产法院贴心服务参展商

9条温馨提示助力企业保护知识产权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获悉，为积极回应参展商、采购商等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

该院梳理了企业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司法实践角度，对展会企业提出9条温馨提示，助力企业有效保护知识产权、避免陷入侵权纠纷。

1.建议您在参展前先确保自己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拥有合法有效的且已经注册的知识产权，对
于自己展出的新产品要及时申请专利、商标等知
识产权。同时，应当注重知识产权检索，通过检索

等方式来确保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没有侵害他人在
先的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2.为避免在国际展会上遇到知识产权纠纷，建
议您充分了解和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的执法机构、执法程序，尽可能降

低知识产权纠纷、减少损失。

3.如果您的企业准备对外出口产品或服务，建议您
注意产品、服务与商标“齐步前进”，即“产品走到哪，商标
也到哪”，避免在境外遭遇商标被抢注的风险。

4.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办的或者承认的国
际展会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自该商品展出之日起
六个月内，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有优先权。依照

前款要求优先权的，您需要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
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展出其商品的展览
会名称、在展出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展出日期等证
明文件。

5.建议您对自己的发明创造及时申请专利或作为商
业秘密予以妥善保护，避免被他人捷足先登。如果您的
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性要求，但具有秘密性的，您可以采
取保密措施，将之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商业秘密没
有保护期限，但是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强度要弱于专
利，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做好策略选择。

6.如果您在展会中准备通过受让、许可等方式取得
知识产权，请务必注意审查转让人、许可人的权属证明文
件，以防转让人或许可人并不是真正的权利人，或者权利

已过期。

7.采购商对所购货物之上是否附有他人的知识产权
难以做到全部心中有数，建议您保留购货合同、票据、汇

款单等证明货物合法来源的证据，而且应尽量要求对方
在出具发票、送货单时注明产品型号等信息。一旦将来
被权利人起诉，您才有办法从合法来源的角度进行抗辩，
以避免损失。

8.企业在展会宣传过程中，建议您注意企业网站、展
台设计、广告宣传册、宣传标语等宣传材料中使用的图片
是否得到了著作权人的授权，尽量避免因使用在网络中
搜索获得且并未付费的图片而陷入版权纠纷，或者与广
告公司在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此类版权纠纷的责任归
属，便于向广告公司追偿。

9.在参展中如发现自己的产品被侵权，可以通过拍
照、索取产品宣传册或购买等方式先行固定侵权线索，及
时通过公证保全、诉前证据保全等方式及时固定侵权证
据。发现竞争对手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可采取沟通协商、发警告函、向展会知识
产权投诉机构投诉以及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行为禁令等
方式先行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新华社海口5月6日电（记者周慧
敏 马云飞）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举行前夕，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罗志谊表示，消博会
给瑞士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届消博会将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
海口举行，瑞士担任唯一主宾国。罗志谊
说，成为首届消博会主宾国对瑞士来说是
很大的荣幸。本次展会聚集了40多家瑞
士公司，其中大多数公司已经在中国发
展。“消博会带来了新的机遇，关于消费品

和奢侈品的新机遇，而瑞士恰恰是这个领
域的佼佼者。”他说，“因此，我们努力使消
博会上所有瑞士商品，最大限度代表瑞士
制造。”

罗志谊表示，尽管消博会只有短短几
天，但瑞士馆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展
示。“所有瑞士公司通过自己的展台来展示
产品。”他说，“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展
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消
费者。”

罗志谊表示，消博会不仅仅是一个贸易

博览会，尽管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充分意识
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个全面的愿
景，从长远看，也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
业来这里。”他表示，近两年来，已经有一些
瑞士企业在海南设立了合资公司。

瑞士和中国早在71年前建立了外交关
系，2013年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
些都是开创性的举措，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亮
点。”罗志谊说，“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更加深
入，两国能够进行越来越开放和真诚的对
话，这将是今后几年的目标。”

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

消博会带来了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