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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博会会客厅消博会会客厅

本报海口7月 22日讯 （记者周
晓梦）7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会获
悉，6号馆聚焦免税、大健康等领域，云
集众多知名品牌与全球精品，打造高
端零售体验感，为品质生活开启“全球
精选”模式。

作为双循环买全球展区，6号馆

面积共计1.3万平方米，集合了免税
零售、跨境电商、医药健康等三大板
块优质企业。这三大板块的聚集进
一步体现了一体化跨境供应能力，当
前，在更便利、更多元环境下购买

“高、新、优、特”的产品正成为消费新
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6号馆展台融合多

种数字影像技术，邀请参观者加入丰
富的沉浸式体验、平台直播逛展等互
动活动中，充分体现“买全球、卖全球”
理念。

免税零售版块集结中免集团、拉
格代尔、深免集团、全球精品（海口）
免税城等展商，集中展示香化、服饰、
电子产品、酒类等不同品类免税精

品。跨境电商板块，着重展示日益优
化拓展的供应链体系，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品真价优的跨境商品。在医药
健康板块，展品则覆盖药品、生物制
品、医疗器械、健康食品等一系列大
健康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元选
择。

除展品外，6号展馆各展位也颇具

看点。海南机场将景观植入消博会，
营造绿色机场网红微缩景观打卡点；
并推出与海南机场首个“数字人”互
动，提升现场观众的参观体验。王府
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场馆中富有新
零售、创享AR互动和数字装置的科技
新体验，不断丰富满足用户的数字化
体验等。

免税精品、大健康产品将云集消博会，打造高端零售体验感

逛6号馆开启“全球精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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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之声”
系列视频彩铃上线

本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姚皓）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即
将举办，为让参展嘉宾感受到海南特色文
化的魅力，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海南省
融媒体中心、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合运
营商共同推出了系列视频彩铃“海南之
声”。自7月21日上线以来先后吸引百万
人围观打卡，反响热烈。

“海南之声”系列视频彩铃运用新技
术、新手段，以精美画面和动人音乐组合的
形式，将海南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民俗风
情、传统文化等融于一体，利用用户接听电
话前的“黄金15秒”，给参会嘉宾和海南人
民带来更沉浸、更有趣的体验。

其中，已开通视频彩铃业务的手机用
户，在拨打电话等待接听的过程中，会欣赏
到《久久不见久久见》《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
泉河》《请到天涯海角来》等在琼州大地久
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同时，还有热带雨林
的虫鸣鸟叫、海南坡鹿的呦呦之鸣、海南黑
冠长臂猿的独特啼声等。

本报海口7月 22日讯 （记者王培琳）为
了让消博会和自贸港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社会公
众，消博会组委会决定将7月29至30日设为社
会公众开放日，入场时间为9：00-15：30。社会
公众开放日门票面向海南地区线上发售。

据了解，本次社会公众日售票暂定分六批
开售，每批次 1万张，共 6万张。票价 20元/
张。7月29日的门票，定于7月23日、24日、25
日晚间7时29分开售，7月30日的门票发售时
间为7月26日、27日、28日晚间7时30分。

观众可在消博会官方APP和微信小程序
内，根据页面提示购买。按照实名制要求，请提

前实名认证（建议使用消博会APP，购票更顺
畅。）此购票渠道是第二届消博会唯一官方指定
购票渠道，无其它线上购票渠道。

购票后，可持身份证核验入场，展会开
放时间为 9：00-17：00，15：30 后将无法入
场。观众需凭身份证原件，佩戴口罩有序排
队、刷闸机、测温、安检后入场（证件系统可
自动读取有效核酸信息，无需单独出具核酸
证明）。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观众请凭24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办理入馆查验手续，请于入场
前一天19时前完成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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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纳仕将在消博会上
全球首发设计作品“矿工的眼泪”

金缕钻衣同步惊艳亮相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王培琳）你想通过一件衣服，来一场
与古老东方的浪漫邂逅吗？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期间，
中国环保艺术珠宝品牌高纳仕（GAONAS）将携耗时2年制作完成的
金缕钻衣亮相消博会，并全球首发设计作品“矿工的眼泪”。

万众瞩目的金缕钻衣是此次消博会的精品展品之一，该展品耗时
2年制作完成，整件衣服镶嵌19650粒钻，全手工金属扣链，无需一针
一线却精美绝伦。古有金缕玉衣，现有金缕钻衣，跨越千年的对话，和
古代匠人一起去感受自然手工的美 ，寻找沉淀在中华东方底蕴下的
古老美学记忆。

据了解，此次展会，高纳仕（GAONAS）以“环保，绿色，可持续化
发展”为主题，携设计作品“矿工的眼泪”进行全球首发展出。作品以
多种合成环保材料为基础，制作成一条精美的项链，设计理念为矿工
坐在五彩斑斓的美丽宝石里面，虽被宝石环绕，却留下悲伤的眼泪。
作品展现了对人与自然、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据悉，高纳仕（GAONAS）也将借助消博会的契机，进一步宣发品
牌环保理念，探索更多全新概念的珠宝消费趋势。

展品
抢先看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记者
李梦瑶）凯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
携6款全新零关税汽车、进口豪车
亮相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22日从
消博会组委会获悉的。

6款车型包括劳斯莱斯库里
南、兰博基尼Urus、丰田埃尔法、雷
克萨斯GX460、宝马X7、保时捷卡
宴，免税额度由20万元起至数百万
元不等。

其中，劳斯莱斯库里南被誉为
世界上最昂贵的量产SUV；兰博
基尼Urus搭载4.0TV8双涡轮增
压发动机，650匹马力；丰田埃尔
法最大的亮点在于其豪华的内部
配置和空间；雷克萨斯GX460与
宝马X7的外观均采用了各自品
牌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保时
捷卡宴外观则仍然延续了经典的
溜背造型，辨识度极高。

本报讯 （记者李梦瑶）美国职业篮球联
赛（中文简称 NBA）将携 NBA 冠军奖杯、
NBA已故传奇球星科比签名球衣、LED球场
等展品亮相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以答谢海南球迷、中国球迷对NBA的支持与

热忱。
最引人关注的，非科比签名的绝版球衣莫

属，而且它与海南还有不小渊源：2017年，科
比到访海口参加活动时人气爆棚，这件球衣
正是他当时为球迷所签，十分具有纪念意义。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7月22日从海南铁路海
口车务段了解到，为做好第二届消博会运输保
障工作，7月26日-30日，海口市郊列车加大列
车开行密度，按满图开行，日均开行达64对。

为做好消博会运输保障工作，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铁路运输服务工作，消博会期间，铁路部
门多措并举，做好运输保障工作，配合地方增开
长流站、海口站至会展中心的公交接驳专线，高
效输送旅客快速集散，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展
旅客列车出行需求。

同时，铁路方面将加派工作人员、组织青年

志愿者做好客流引导、设备协助、重点旅客服
务、乘降秩序和候车环境维护等工作。

海南铁路将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严
格按照地方防疫要求，加强站车通风消毒，做好
旅客进出站体温检测，对候车室、站台、检票口，
列车座椅扶手、卫生间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预
防性消杀，给旅客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

海南铁路还将发挥海口东站“椰城驿站”服务
台、海南动车队“环岛先锋号”、海口车站“海韵情
伴您行”服务台等服务品牌作用，积极助力消博
会，将党建工作与客运服务工作相结合，着眼于服
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高铁服务的亮丽名片。

消博会期间海口市郊列车按满图开行 消博会社会公众开放日门票今日开售

消博会快讯消博会快讯

省司法厅组建法律
服务团为消博会护航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仲夏）第
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在即，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局了解
到，今年，按照专业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要
求，省司法厅精心筛选了具备中外双语法
律教育背景和执业经历，并具有丰富国际
贸易、知识产权、海事商事和涉外法律服务
经验的38名涉外律师、3名调解员、7名公
证员和2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海南仲裁中心工作人员组成法律服务团，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各方提供覆盖汉
语、泰语、英语、法语、日语、葡萄牙语、意大
利语等语种的法律专业服务。

消博会期间，省司法厅还将开设“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法律服务”微信小程序，
并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通“消博会法
律服务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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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卡宴。

高纳仕设计作品“矿工的眼泪”。

展品图片均由参展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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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将携传奇球星
科比签名球衣亮相消博会

凯沃将携6款
零关税汽车、进口豪口豪车
亮相消博会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林小淇

马尾毛等天然材质、
云朵般的“弹簧垫”、经典
蓝白格、极致睡眠感……有
没有想象过，一张床的百年
传奇会如何演绎？

作为拥有170年历史的
顶级床具品牌，海丝腾将携重
磅新品追梦床首秀第二届消博
会，还有多款经典明星产品一同
亮相，向广大消费者展示百年专
业制床工艺的故事和沉淀。

“我们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
一个更大更宽的平台，向消费者展
示高质量的床具，让更多人看到并
了解海丝腾。”瑞典海丝腾亚太区
总经理梁亮直言，希望以消博会为
窗口，与消费者共享睡眠自由理
念，进一步打开品牌知名度。

在梁亮看来，消博会汇聚国际
国内优质消费品资源，提供一个消
费精品的展示交易平台，有助于引
领绿色、健康、品质、时尚消费，形成
新的消费潮流和需求。

此外，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思想
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大众也开始
关注海丝腾，尤其是年轻群体。“海
丝腾看到中国的市场逐步打开，此
次参展也想要告诉消费者、告诉市
场，海丝腾是一个适合大众的品
牌。”梁亮说。

当前，低碳助推绿色消费新
动能，这与海丝腾一贯坚持的理
念不谋而合。“可持续产品消费逐
渐兴起，越来越多人关注产品的
可持续性。”梁亮介绍，海丝腾床
具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每一张
床具的选材均甄选马尾毛、羊毛、
松木等纯天然材质，健康而环保；
还体现在产品质量有所保障，床
具不容易损坏且耐用。

此次参会，海丝腾还有另一期
待和计划。梁亮提到，海南自贸港
的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打
造，为扩大国际“朋友圈”提供了
重要平台，同时也是消费市场的
重要动力，对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起到重要作用。

“海丝腾也看到了海南独特
的经济地位、巨大的消费潜力
以及优良的硬件设施和政策支
持，希望未来能够充分利用自
贸港的优势开拓海南市场。”
梁亮说。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