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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耗、回收利用，打造环保节能型展会

消博会涌动绿色低碳潮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坐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新闻中心里，四周是雪白的硬朗
墙面，上手一碰才发现，原来墙面是
布制的。支撑起墙面的不是木材，而
是可以循环回收利用的铝合金型材。

“在设计之初，我们就坚持本届
消博会公共区域的搭建，要尽可能
降低木质材料的使用。”第二届消博
会组委会设计小组负责人杜勇说。

作为国内高水平博览会之一，
消博会聚焦“双碳”目标，在场馆、展
位等搭建上坚持“绿色”优先，打造
环保节能型展会。

可回收 更绿色

本次消博会展区内，由组委会
负责的场馆搭建部分主要包括了公
共区域及相关设施，如新闻中心、吉
祥物打卡点、时装周、新品发布主舞
台及展区内各类导示系统牌等。

“整个公共区域里的场馆搭建
物料都选择了环保材料，重复利用
率可达80%。”杜勇说，以新闻中心

为例，90%以上物料可以重复利用。
消博会新闻中心主体结构使用

铝合金型材和热转印材料，地台为
锌合金地脚和三聚氰胺板，全部为
构件式安装，无需现场制作，仅拼装
即可，重复利用率达100%。灯具
采用节能LED灯，减少使用大功率
耗电设备，节能降耗。

据悉，此次消博会还大力推行
信息化服务，开发消博会APP，为广
大观众提供展会导览、会期活动、现
场直击、观展购票等优质服务。参
展商、主场搭建商、特装搭建商通过
登录消博会官网，在电子平台上实
现信息收集，不必采用传统纸质宣
传页查阅相关材料。

与此同时，本届消博会所有特
装展台的申报工作均采用线上系
统，将展台资料前期备案、现场服务
及展后结算等营运服务全阶段进行
整合，以数字化为抓手，构建出包括
展会资料备案、施工资料备案、施工
证申请、现场设施设备下单申请、加
班申请等多个功能在内的全场景服
务体系，实现消博会营运“管理精细
化，办公无纸化”的服务目标。

齐参与 共行动

在参展机构入场搭建前，消博
会组委会就向各参展单位、企业等
发布了绿色搭建“倡议书”，鼓励大
家以环保理念搭建展位。不少参展
机构也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份倡议。

走进欧莱雅展区，仿真绿植墙
面上间隔嵌入白色起伏的线条，仔
细看，这些边缘似原木的白色“木
料”并非是木，而是具有一定厚度的
纸板。在这面备显生机的墙面上，

“欧莱雅 为明天·我们2030承诺”
一行字引人瞩目，以此体现该品牌
在2020年提出的“欧莱雅 为明天”
可持续发展2030战略。

本次消博会上，欧莱雅展台充分
坚持“绿色”理念。以白幕为地，彩色
的棉绳交错延伸。这些彩色的棉绳
使用植物染料浸渍，颜色更显天然，
同时也是优化重量的轻质织物。

欧莱雅展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展位中的公共部分使用了可回收且
经FSC认证的纸、纸板、木材、油漆
等，以及可拆卸和回收的可分离材

料、LED灯等。在搭建时，企业优
先使用单一材料，并用钉子代替胶
水。“展台内各品牌展位使用的物料
大部分是早前快闪店使用过的，统
一将这些物料运到海南进行重复利
用。”

摩天轮、过山车，主题公园微缩
版被直接“搬”进了消博会现场。连
日来，三亚Hello Kitty 度假区展
位人气火爆，据悉，这一元素丰富的
展位是此次企业专为消博会打造而
成的。“我们在搭建展位时使用了木
料、纸质材料等。这些装置都是首
次亮相，消博会结束后，我们会将这
些物料搬回三亚海棠湾的项目地
点，在那里的展示区重复利用继续
展示，迎接市民游客参观。”展位相
关负责人介绍。

第二届消博会汇聚了国内外消
费精品，反映消费新理念新动向，关
于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回收利
用具体行动也在展会上得到了体现
和践行。海南以实际行动用一场

“绿色”消博会彰显了生态大省的责
任与担当。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 本报记者 昂颖

第二届消博会场馆内外，活跃
着这样一群年轻的身影：从晨光熹
微到晚霞漫卷，他们用最美的坚守
和最温暖的笑颜，让中外嘉宾和客
商于细微处感受海南自贸港的热
情。他们就是观展者口中可爱的消
博会志愿者“小椰青”。

道一声“您好”，送上一个微笑，
提供周到的指引……1250名消博
会志愿者用专业的服务展现志愿风
采，赢得各方广泛赞誉。这支由团
省委组建的志愿者团队，成员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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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身心地为消博会提供
最优质的志愿服务。

“先生，您是想去迪亚斯
科沃水晶生活馆吗？请跟我
来……”7月29日 9时许，消

博会志愿者刘茁萱已投入到繁忙
的服务工作中。经过这几日的磨
合，她已从一个工作时需要翻阅
手册的新手，变身为 4 号展馆的

“活地图”。面对观展者的每一个
问询或帮助请求，她都会耐心地
一一解答，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天下来，尽管嗓子哑了，脚也
酸了，刘茁萱却感到非常充实，认为
一切努力都值得。“通过这场国际性
展会，我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化志愿
服务能力。未来，海南自贸港会举
办更多高端展会，我希望能继续助
力海南志愿服务出新出彩。”

对于消博会场馆，志愿者张策
一点都不陌生，“我已经是二年级的
消博会志愿者了。”首届消博会，身
兼数职的他在展馆中积极为参展
商、采购商、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的服
务。今年消博会，张策申请参与了
秀场指引以及设计师品牌展示区的
解说等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个全

新挑战。起初，我对这些时尚品牌
并不十分了解，但通过学习，我渐渐
熟悉了这些品牌文化。”

此时，张策正在用流利的英文，
向前来观看时装秀的两名外国宾客
介绍适合他们风格的潮品，邀请他
们试穿不同的时尚款式，并协助两
人在秀场打卡点拍照。“为了让参观
者们留下最美的一瞬间，我通常会
深蹲马步，一天下来，深蹲不下300
次。”张策说。

“59042 步，第一名，太棒了！
我能拿到梦寐以求的‘团团椰’图章
啦！”7月28日中午，志愿者徐庚辉
正准备去消博会“志愿者之家”用
餐，在经过消博会“小椰青”每日步
数挑战榜时，他开心地发现自己的
步数竟然位居榜首。

作为机动组的一名志愿者，徐
庚辉如同志愿服务中的“突击队
员”，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消博会期
间，他每日都在各个展馆之间来回

穿梭，走得脚趾都磨破了皮。“只有
自己真正走过，熟悉每一处，才能更
好地服务大家。现在，无论身处展
馆哪个方位，我都能准确地为大家
指路。”

临近消博会闭馆时间，门禁岗
志愿者赵永康在安排参展人员有序
退场后，与同伴们分享着彼此忙碌
而有趣的一天。说笑间，这些门禁
岗“小椰青”们也表示略有遗憾，没
来得及用手机记录下遇到的各种趣
事，更没时间去看一看展会中丰富
的展品和硬核“黑科技”。

全球客商拥抱消博会的热情依
旧不减，同样，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个
消博会志愿者的“小齿轮”环环相
扣，共同发力，才更好地保障消博会
顺利进行。“小椰青”们将“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践
行到底，向世界展示靓丽的自贸港
名片。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1250名消博会志愿者用专业服务展现志愿风采，传递自贸港热情

青春，在志愿服务中绽放光彩
海口旅投与大黄蜂体育俱乐部达成合作

推进“足球+旅游”
融合项目落地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王黎刚）7月29
日上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海口
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大黄蜂体
育俱乐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充分利用各
自优势，共同推进“足球+旅游”深度融合项目落
地海口。

此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双方将充分利用
自身资源和优势，共同打造集足球青训、场馆运
营、全民健身服务为一体的“足球公园”项目，引进
国际足球赛事资源，吸引“全国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教练员联盟”培训基地落户海口，打造以“海旅杯”
为IP的赛事品牌，逐步形成集体育、旅游、教育、
产业为一体的融合型体旅发展模式。

据了解，海南大黄蜂体育俱乐部是一家长期
致力于服务省市各级体育主管单位、青少年体培
教育、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建立青少年足球训练标
准的独立足球运营机构。

看点

全球逾900家外媒刊发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报道

聚焦消博会溢出效应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王定斌）7月25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口举办。海南国际传播中
心在本届消博会期间，通过现场采访、远程连
线、全球直播、高端专访等多种形式向全球报道
消博会，策划推出《自贸佳：对话消博会》《消博
全球播》《消博镜距离》《劳拉看消博》《托米逛消
博》《芭莲娜品消博》《妮拉秀消博》《So Hain-
an！》等中、英、俄多语种节目，多层次、多视角、
多形式呈现消博会盛况。

7月28日，由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采写的《亚
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博会在中国海南开展 全球
名企竞相参展并抢滩落户海南自由贸易港》英文
报道被美联社、法新社、《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网、韩联社等超过900家境外主流新闻
通讯社和主流媒体采用，并通过英语、法语、俄语
等10多种语言向全球刊发。

该报道主要聚焦消博会的持续溢出效应，通
过消博会的舞台，不仅拉动了高端消费回流，而
且实现了将国外头部品牌“引进来”，也推动了
更多国内知名消费品牌、老字号，以及新锐品牌

“走向世界”，畅通了国内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增
长动力。

报道显示，消博会成为了海内外企业了解海
南、走进海南的一扇重要窗口，一批国际头部品牌
签约落户海南，共享中国消费升级“大蛋糕”，抢抓
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新机遇。

消博会
“云展会”平台上线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记者傅人意）工作
忙？没时间逛展？别担心！通过扫描二维码，进
入“图片直播”或者“VR全景”，就可以感受如盛
夏一般的消博会。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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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
步扩大消博会的受众面和提升影响力，将本届消
博会的精彩进行长久性展示，组委会积极打造数
字化“云展会”。

“云展会”采用图片直播和新颖的“VR全景”
作为展示方式，具有沉浸式的交互体验，让观众可
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地进行沉浸式探馆。

记者扫码进入“VR全景”，可以看到展馆外
景、服务导览、1馆、2
馆、3馆、4馆、5馆、6
馆等选项。随意点击
2馆，选取“观展视角
02”，就可以看到六
福珠宝等展区，如临
其境。点击5号馆，
选取“观展视角02”，
就可以看到具有法式
风情的法国馆展区。 扫码“云”看消博会

鸿洲卡纳与Evadne Yachts、徽雅
游艇达成三方战略合作

进军定制版超级游艇领域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7月29

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游艇展公共
舞台活动现场，三亚鸿洲卡纳游艇服务有限公司
与土耳其Evadne Yachts船厂及其亚洲区代表
徽雅国际游艇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举办了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鸿洲卡纳成为Evadne Yachts品
牌海南区销售代表、海南区域指定维修点、华南区
域推荐维修点。本次战略合作也标志着鸿洲卡纳
正式进军定制版超级游艇领域。

鸿洲卡纳船贸负责人于淼表示，得益于海南
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和消博会搭建的理想平台，
鸿洲卡纳已陆续签约出售“零关税”进口游艇。同
时公司正积极布局超艇设计制造产业链，打造全
国产超级游艇，目前正在海南设计制造一艘46米
长的超级游艇，此举也将填补海南超级游艇设计
制造空白。未来公司还将积极与世界顶级超艇品
牌展开紧密合作，致力为顶级VIP客户提供超级
游艇定制等一站式服务。

据悉，鸿洲集团旗下鸿洲卡纳公司旨在为客
户提供“咨询、体验、购买、交付、维修保养”五位一
体的游艇服务。

好玩
7月28日，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主展区——海口市国家帆船基

地公共码头，前来观展“打卡”的嘉宾观众络绎不绝。
展会期间，意大利、美国、德国、荷兰四个国家主题馆与观众多频

互动，进一步展示海口游艇产业招商成果和游艇旅游产品；欧尼尔、
阿兹慕、黛尔蒙等世界知名游艇公司首发亮相多款新型游艇。

① 观众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观展。
② 观众在游艇展拍照合影。
③ 游艇内部区域。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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