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观
察

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刘笑非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陈旭辉

A07

■ 本报观察员 张永生

第二届消博会进行时。千商万
贾齐聚，全球精品汇集，新品首发首
秀，让海南自贸港的七月“热上加热”。

一次次精彩新奇的展示、一场场
启人心智的论坛、一笔笔高含金量的
签约，热切的讨论、深入的分享、真诚
的合作……行走在第二届消博会场
馆内外，到处能感受到中国持续扩大
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动力，看
到海南自贸港呈现的“中国机遇”。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
场。市场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也是
海南自贸港的比较优势。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
苏举步维艰，全球企业都在寻觅商
机，努力挖掘消费潜力，打造新的增
长引擎。克服了许多困难后，第二
届消博会顺利举办，传递出中国与
世界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的信心、情怀，呈现了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

开放，带来无限机遇，展现大国
担当；共享，展现开阔胸襟，激励合作
共赢。作为中国四大国家级展会之
一和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
突出亮点，消博会为海内外企业打开

了一扇窗口，架设了一座桥梁，提供
了一个平台。与去年成功举办的首
届消博会相比，第二届消博会会展规
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消费精品
更多，这意味着其效应会持续放大，
为共享机遇创造更多“打开方式”。

透过消博会这扇窗口，全球企业
看到了中国市场涌动的广阔机遇。

凡是精彩的展会，不仅能让参
展商看到亮点，也能让参展商发现

“兴奋点”，消博会当然也不例外。
在得知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近两
年翻两番后，一位国外参展商惊
叹：“没想到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
这么大！”在第二届消博会上，这样
的感慨在很多海外企业家、管理者
中是较为普遍的。参加消博会，让
他们感到惊喜的，不仅是展示了企
业的精品、新品，使品牌迎来“高光
时刻”，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消
费市场的活力、潜力，了解了中国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甚至找到了赢
得中国消费者芳心的答案。而对
于很多国内参展商来说，通过参加
消博会，既提高了品牌的国际知名
度，也清晰地看到全球消费新动
态、头部企业的关注点，接触到前
沿的研发理念、技术，发现深度融

入全球产业链的切入点、突破口。
通过消博会这座桥梁，全球企

业与中国市场进行深度对接、链接。
凡是重要的展会，其选址、布局

都是经过精心考量、设计的，消博会
更是如此。消博会之所以“花落”海
南自贸港，是因为它不仅处于国内国
际双循环交汇点，也位于中国改革开
放最前沿。如果说，面向太平洋和印
度洋、背靠超大规模中国大市场，这
一独特的区位优势让海南自贸港为
海外企业“走进来”、国内企业“走出
去”提供了一条重要通道；那么，海南
自贸港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在
税收、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等方面享受
特殊开放政策，则能让全球商品、资
金、人才、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和资
源，通过海南这个节点便捷进出国
内、国际市场。比如，作为全国唯一
的“医疗特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发挥政策优势，通过开放推
动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国际
先进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通
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著名医疗
机构前来开拓高端医疗服务产业，为
消费者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利用消博会这个平台，全球企
业与中国市场持续发生化学反应。

凡是成功的展会，不仅能产生
相当的“流量”，而且可以带来可观
的“留量”。举办消博会，正是要为
全球企业特别是消费精品企业搭建
交流平台，实现在海南自贸港“买全
球、卖全球”。对于参展商来说，发
现市场机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找准投资地，努力让资源与市场发
生化学反应，把难得商机转化为现
实收益。而建设自贸港，正是要吸
引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资源，使海南
不仅成为物理层面的“中转站”，还
成为发生化学反应的“反应炉”。从
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到持续优化的
营商环境，从质量一流的生态环境
到蓬勃兴旺的消费市场……通过近
年来的努力，海南自贸港这个“反应
炉”正在加速形成，为全球企业与中
国市场发生化学反应提供了广阔舞
台、理想场景。去年举办的首届消
博会，推动了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
投资商，就是一个生动注脚。

一“展”汇天下，一“览”惠全
球。热烈进行的第二届消博会，让
人们更直观地看到中国市场作为

“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
市场”的鲜明底色，也将为人们呈
现更多关于共享的精彩故事。

“中国开放”创造共享机遇

■ 本报观察员 傅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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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呈现哪些

“新气质”？用什么样的魅力吸引
众多新老朋友聚集南海之滨，共享
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第一个气质，是活力。
从参展规模看，第二届消博会

全球精品、大牌云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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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展品内容看，“高精尖”产品
吸睛，“新奇特”技术震撼。价值
1.88 亿元的钻石臻品“时光之眼”
高端时尚、整件衣服镶嵌19650粒
钻的“金缕钻衣”十分奢华、兼具飞
行和陆行功能的飞行汽车小鹏旅
航者X2、OSIM傲胜发布全新IP变
形金刚系列——能按摩的电竞椅
科技感十足……

从展出形式看，紧跟时尚节奏，
形式不断创新。7月26日，第二届消
博会时装周开幕大秀举办，发布100
件最新系列单品。台上，模特们“秀”
出国际时尚前沿新品；台下，还将有
20余家国内外优秀设计师品牌，围
绕“热带雨林”主题，在消博会期间以
时装发布秀、静态陈列、品牌分享沙
龙等展示最新时尚系列单品。

从参展人气看，无论国际展区
还是国内展区，8大主题展馆人头
攒动。7月26日，第二届消博会首
日入场人数超48000人次。

“今年，各行各业深受疫情影响
和冲击，消博会仍然成功举办，这让
广大市场主体坚定了信心。”世界最
大的奢侈品集团路威酩轩集团品牌
代表也为消博会“站台”，该集团大
中华区总裁吴越的一句话道出了第
二届消博会活力十足的原因。

第二个气质，是韧力。
这也是消博会众多参展商的

共识：即当前中国消费市场呈现恢
复增长态势，消费韧力强的特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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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消费大趋势韧力不变之下，
给足各个国家和地区广大参展商
强劲动力。

第三个气质，便是动力。
开放是不变的主题。RCEP成

员国“朋友圈”越来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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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是共同的收获。本届消
博会新设国货精品馆 5000 平方
米，值得买科技、豫园股份等携新
品“国潮来袭”，全国 31 个省（区、
市）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均 参
展。国际品牌资生堂、欧莱雅、达
能等消费精品企业再聚椰城，瞄
准更为广大的中国 14 亿人口消
费市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由此
联通，共享带来了更大的商机。

同时，消博会不仅是全球消费精
品的展示窗口和交流平台，更是以消
费为主题的思想交流盛会。7月26

日，第二届全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
游零售大会举办，各方宾客齐聚一堂
为全国消费创新贡献新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消博会
登录大厅有三张巨幅海报十分吸
睛，它们的主角是消博会吉祥物IP
形象“产业猿”：“种植猿”“潜水猿”

“宇航猿”，这也是我省“海陆空”三
大未来产业的“化身”。

其中，“种植猿”的一句宣传语
意味深长：播种未来，收获满载。

第四个气质，就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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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应有之义，更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的承诺践行。

我们相信，作为东道主的海南，
将努力办出一届安全有序、精彩纷
呈的盛会，为全球消费精品企业搭
建展示窗口和交易平台，实现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买全球、卖全球”，助
推各国市场开放融通和互惠互利。

活力、韧力、动力、潜力——

从“四个气质”看第二届消博会

■ 本报观察员 李梦瑶

从“新品”到“爆品”，需要多长
时间？

7月26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上，英国轻奢智慧家
电品牌 IAM 带来的新品——“3 秒
钟就能喝上凉白开”的熟水机，只用
了半天时间便完成了这一“变身”。

英国品牌关注凉白开，让不少
参展者感到意外。

这款产品是针对中国市场的
深度定制。”IAM 中国区副总裁梁
万银透露，新品刚刚发布，已有一
大批海南家电经销商主动找上门
表达了采购意愿，“这也说明，我们

主动挖掘中国消费者更深更细的
消费需求，这一决定是对的。”

IAM熟水机的高人气，得益于
对中国市场的深度定制。从这一
角度而言，戴尔展台的“火”与其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 我 就 是 奔 着 ALIENWARE
m17 R5来的。”听说戴尔带着顶级
游戏品牌 ALIENWARE 外星人旗
下新品来参展，“游戏发烧友”李振
华趁着来消博会参加活动的间隙，
特地绕到了戴尔展区的电竞太空
舱试玩。

全新的AMD处理器、显卡，超
级散热架构冷却技术加持……一
系列实际操作体验下来，让李振华

直呼过瘾。而在他四周的其他展
台上，主打创意、学习或工作场景
的另外几款新品同样吸引了大批
体验者。

“除了传统的消费产品和消费
业态剧增，消费电子行业的迅速发
展同样令人瞩目。”戴尔科技集团
全球资深副总裁王利军注意到，中
国消费市场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
十分强烈，“戴尔预见并拥抱了这
一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也期待继续
发挥戴尔的数字化优势、完整的产
业链能力，助力中国消费升级。”

从IAM到戴尔，越来越多的企
业正探索如何拓宽产品深度和广
度，将用户的“小需求”转化为有价

值的“大市场”。这一趋势不仅发生
在电器或电子产品领域，透过消博
会的其他展台，同样可以看到——

作为首个受邀签约消博会的
全球知名蛋白质品牌，泰森食品带
来了专为中国消费者创新研发的
全球首款胶原蛋白肽系列卤味零
食产品；针对熬夜人群、敏感人群，
国货品牌华熙生物推出了新品乳
液；新加坡品牌OSIM傲胜带来电
竞按摩椅、养身椅等多款新品，为
用户定制千人千面的健康生活方
式……

可以不夸张地说一句，在消博
会，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

“独家定制”。

从消博会看消费新趋势——

“小需求”里藏着“大市场”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吴春媚）假如苏东坡穿越到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现场，会是怎样一番奇遇？7月26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推出原创
动画视频及手绘H5
《苏公子逛展记》，该
系列策划以海南“顶
流”IP苏东坡为主人
公，通过他的视角讲
述逛第二届消博会
现场的所见所闻，同
时搭配幽默诙谐的
语言，带网友“种草”
第二届消博会 8大
展馆。

“种草”第二届消博会

新海南客户端推出
手绘H5《苏公子逛展记》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小丹）7月26日，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所有展馆正式对外开放。接下
来，2800余个国内外参展品牌将在8个展馆内陆
续进行177场新品发布及展示活动，一场“全球首
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将在椰城盛大上演。

开展首日，海南国际传播中心（HIMC）南非
籍英语主持人劳拉和中英双语主持人张瑶作为海
南国际传播中心中外主播“天团”的代表率先亮
相，开启消博会的首场英文海外直播，带领全球观
众“云”逛消博会。

戴上VR设备“走进”新冠疫苗生产车间，探
寻一支疫苗“智慧生产”的全过程；来到线上智慧
零售展区和元宇宙体验区、浸入式体验元宇宙免
税商场……在这场主题为《带你体验元宇宙免税
购物》的直播中，在“高科技+”技术手段的加持
下，随着主持人脚步和目光的移动，全球观众领略
了元宇宙免税购物的独特魅力。

据悉，此次直播的主平台为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旗下100万粉丝级脸书官方账号@hiHainan，同时
联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hina Plus、人民日报《环
球人物》China Fun等中央媒体脸书官方账号，以
及云南、四川、贵州各省国际传播中心，加之成都国
际传播中心、云桥网、河北长城新媒体集团等来自全
国十余家国际传播平台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海外
总粉丝量超过4000万，成功在海外掀起一场千万
粉丝看消博的“云”上消博热。据不完全统计，本次
直播海外全平台矩阵总展现量超过5000万次。

据了解，本次直播是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消博
会系列海外直播的首场，接下来，该中心中外主播
团队还将开展多场海外直播，一起“云”看消博会。

人民日报《环球人物》China Fun官方脸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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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全球总展现量超过5000万次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掀起“云”上消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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