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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比尔斯集团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选
址意向书”中，只有海南一个“选项”。

跨境资金流动、运输来往等自由便利，可
提升供应链效率；加工增值30%免关税，可降
低企业成本……

集仓储物流、生产加工、售后服务之“大
成”，且同时覆盖国内国际市场，让海南成为
戴比尔斯集团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的“唯一
选择”。

首届消博会后，戴比尔斯永恒印记马不
停蹄在海口设立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海南自贸
港运营中心，推进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建设，
同年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海南首店在海口日月
广场落成。

作为全国唯一的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也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
品展，“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
国企业走向全球提供重要平台。”海南省政府
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外——通过消博会平台，利用海南地

处亚太地区地理中心、背靠中国内地超大规
模市场的区位优势，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开放政策优势，国际消费精品企业可更快、更
好地进入中国国内14亿人口消费市场。

对内——消博会平台让国内消费精品企
业走向世界的“桥梁”又多了一座，展示自身
的“窗口”又添了一个，将产品和服务推向更
广阔的国际市场，企业和品牌的国际美誉度
与竞争力也会进一步提升。

消博会平台、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中
国市场机遇，为世界所共享。

历峰集团在海口注册全资子公司，将打
造成为瑞士集团总部辐射亚太地区及中国内
地的区域总部基地；颖通集团在海南设立高
端消费品贸易公司，并探讨建设亚太区物流
分拨基地。

科蒂旗下品牌选择在海南开店并将全球
第一家护肤概念店开设在海南，“目的是抓住
机遇，为科蒂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拓展注入强
劲动能。”科蒂全球旅游零售业务执行副总裁

卡洛琳表示。
京东与雀巢、费列罗、索尼等多家品牌达

成战略合作，覆盖快消、医药、个护、3C家电等
领域；天猫国际与以资生堂、城野医生为代表
的全球100多个大集团及品牌达成战略合
作。

“消博会是海南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建设
自贸港的重要抓手。”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
行官徐晓亮表示，这有助于复星充分利用中
国市场，发挥全球业务的“双引擎”动力。

提供平台、发挥优势，共享机遇、共创未
来，这是消博会的意义所在，是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应有之义，
更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承诺践行。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本届
消博会打造成各国扩大贸易、加强合作、促进
发展的重要平台，真诚欢迎各国企业共乘中
国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为全球经济
复苏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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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为媒，众商齐聚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又会消博 又见海南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盛夏盛会，第二届消博会注定让7月的海
南“热上加热”。

来自国内外的2800余个品牌参展，600
多个全球新品首发首秀，全球客商参展热情

“爆棚”。
从首届消博会主题“开放中国，海南先

行”，到第二届消博会主题“共享开放机遇、共
创美好生活”，消博会“开放”的关键词不变，
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一如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消博会贺信中，明
确消博会“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的定
位，并提出“三个有利于”，向世界传递出中国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声音。

不变的不只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诚
意，当前中国消费市场呈现恢复增长态势，消
费韧性强、潜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消费发展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消费提质升级
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因此，第二届消博会在立足全球消费
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始终坚持扩大开放的
基础上，“要为参展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
会，要挖掘国内品牌‘走出去’潜力，要发挥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商务部有关负
责人点出本届消博会筹办工作的“3 个重
点”。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消博会贺信中
“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指示为遵循，第二届消
博会加强国际招展，吸引各国消费精品参展
参会，同时增设5000平方米的国货精品馆，
支持国内消费精品和企业走向世界，并将通
过举办100多场市场化活动等，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

开放合作，民心所向——

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品牌参展
第二届消博会，众多细分行业头部品牌齐聚
海南，首次亮相消博会。

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国
际展区8万平方米、国内展区2万平方米），较
首届增长25%，将有200多个品牌发布600多
个全新产品。

RCEP成员国参与热情高，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等国，总参展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较首届增长近20%。

“本届消博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参展
品牌2800余个，为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
供了机遇，也为中国和各国消费精品销往全
球创造商机，有利于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推动商品、服务等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更
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商务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一场盛会闭幕，一群朋友留下。
“参展商变投资商，展品变商品”，是对首

届消博会的“精辟总结”。会后，许多参展的
知名企业“留”在了海南。

旗下拥有蔻驰等品牌的美国泰佩思琦集
团在海南正式设立泰佩思琦中国旅游零售总
部，立足海南自贸港扩大旅游零售业务布局。

全球知名奢侈品公司瑞士历峰集团在海
南注册成立企业后，旗下卡地亚、万国表等品
牌通过开设新店等形式，深耕海南市场。

世界500强企业太古集团在三亚设立外
商投资性公司，并将加快决策在海南落户太
古里商业综合体项目。

还有北大荒集团、王府井集团等国内企
业也纷纷在海南注册成立企业，参与自贸港
建设。

一个是“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
一个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展会主题定位
和自贸港发展方向的高度契合，让消博会溢
出效应“放大化”，也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加

速度”。
——精品“溢”，“益”消费。
展会后，不少国内外消费精品品牌选择

进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共享海南离岛免税
新机遇，也推动海南自贸港逐步实现与国际

“品种、品牌、价格”的三同步。
日本欧姆龙、美国戴尔、比利时德尔沃等

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进行合作，在海南
开设免税体验店、中国首店等，推动2021年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全年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突破600亿元，成
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的新生力量。

——企业“溢”，“益”产业。
展会后，许多参展企业纷纷赴海南各

市县和重点园区实地考察。“随着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加快推进，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我们大步前
行。”泰佩思琦亚太区总裁、蔻驰中国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说。

瑞士历峰、英国戴比尔斯、香港颖通集团

等一批头部品牌企业陆续落地海南，促成
2021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6.2%，新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92.6%，进一步聚集优质
生产要素，支撑海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
自贸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海南，不仅实现自贸港建设“加速度”，还
实现融入新发展格局“加速度”。

国内外企业在海南设立企业区域总部，
搭建品牌展示平台等，助力海南更好服务融
入新发展格局：2021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76.8亿元，较上年增长57.7%，居全国
第三，其中近四成外贸是与RCEP成员国贸
易，并且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贸易往来更加
紧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
长。

盛会再次盛放，海南再迎宾朋。第二届
消博会启幕前，已有许多团组和客商表示将
到海南各地考察交流。

“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海南自贸港
建设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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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消博，又见海南。
7月25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海口举

办。迎宾朋、聚精品，享机遇、促合作。
全球疫情冲击，经济复苏缓慢，于此背景下，消博会如约盛放，

自贸港盛情相迎，这是中国始终坚持扩大开放的庄重承诺，也是与
世界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的大国担当。

以会为媒，众商齐聚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深化交流共谋合作，必将为提振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海南日报首个虚拟数字主播上线

“海蓝蓝”为您整点播报
消博会最新资讯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王丹南）海南日
报首个虚拟数字主播“海蓝蓝”将在第二届消博会
开幕当天正式上线。借助智能数字合成技术，“海
蓝蓝”不仅颜值高，而且“专业”过硬，能够实时、全
媒体播报新闻资讯。

7月26日至7月30日每天9时至18时，“海
蓝蓝”将在海南日报客户端整点播报消博会最新
资讯，把新鲜、精彩、有料的消博会呈现给广大
观众。

据了解，通过AI算法等科技手段，“海蓝蓝”
在虚拟场景的构建中，可以整合各类新媒体素材，
实现视频、音频、图像、文字的全媒体呈现。

看点

1250名志愿者
服务消博会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昂颖）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在即，海南日报记者7
月24日从团省委了解到，海南招募的1250名志
愿者已经就位，将为消博会提供专业服务。

据悉，为做好、做细保障服务工作，本届消博
会设立了66个类别的志愿者岗位，覆盖机场大
厅、场馆周边和展区服务台，涉及重要论坛、新品
发布、媒体宣传等各类活动。

此次招募的消博会志愿者分别来自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
口经济学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等院校，近期他
们已接受与实践岗位相关的专业化技能培训，将
陆续开展交通路口指引、前台引导讲解、展台秩序
维护、语言翻译、医疗应急救援等服务工作。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中外嘉宾和
客商的参展体验，今年招募的消博会志愿者比去
年增加了434人。团省委将加强跟踪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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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消博会各项志愿服务工作有序
有效开展。

海南电网
一级保电护航消博会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郭卫华 杨永光 林玉妮）为确保第二届消博会顺
利举办，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实施一级保供电
标准，组建保电应急抢修队伍28支540人，做好
客户侧设备运维、电网侧应急值守两手准备，确保
会展期间电力可靠供应。

海南电网公司自7月4日启动消博会一级保
供电，以风险为导向，细化了保供电工作计划任务
单34项，绘制了保供电“一张图”，做好全域风险
管控，涉及场所31家、变电站28座以及输配电线
路103条。

截至7月22日，该公司完成了涉及保供电
54条输电线路2轮次、48条配电线路3轮次的
特巡特维，应用超声波局放检测、地电波局放检
测、电缆振荡波测试等技术及时发现并处理设
备隐患，消除缺陷330项，校核保供电范围内保
护定值166份，全面提升此次消博会末端供电
可靠性。

椰城市民云推出
“消博会直通车”专区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记者习霁鸿）海南
日报记者7月24日从海口市科工信局获悉，为
做好第二届消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椰城市民云
App推出“消博会直通车”专区，为中外来宾提
供会展、防疫、资讯、交通、旅游等多方面便民服
务信息。

例如，“消博会直通车”专区全新打造的“消”
遥游涵盖了景点、住宿、美食、购物游玩攻略等便
民服务。市民游客通过“消”遥游服务即可提前轻
松获取资讯、规划出行、预订票务、安排食宿，一站
式体验“智慧游海口”。

除了椰城市民云App外，海口市科工信局还
携手百度地图，在第二届消博会期间上线“核酸
检测地图”“异地出行卡片”与停车点信息服务，满
足展会期间市民朋友、参展客商的核酸检测需求
与异地入城核酸政策查询，并帮助驾车用户寻找
停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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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莱斯库里南。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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