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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消博会）将于5月7—10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首届消博会将以“开
放中国，海南先行”为主题,集聚全球消
费领域资源,打造全球消费品展示交易
平台。

大量知名品牌确定参展

目前，消博会招展工作进入收官阶
段，国际展区分为时尚生活、珠宝钻石、
高端食品保健品、旅居生活和综合服务
五大展区。

“受邀参加首届消博会，特斯拉非常
荣幸。”特斯拉有关负责人表示，特斯拉
加速推进在自贸港的布局，带动一批省
外优质合作伙伴落户，希望双方保持友
好的互动往来，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合作
取得更大成果。

日本综合性日化企业花王集团决定
进驻时尚生活展区，充分利用消博会平

台，面向全球发布集团旗下王牌高端护
肤品牌 SENSAI、est 和超细纤维技术

“FUTURE SKIN by Fine Fiber Tech⁃
nology”。

作为中国首家经国务院批准经营免
税商品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免集团将全
面组织旗下免税店和专业采购团到会，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拉动消费创新
发展贡献力量。

爱尔兰名优产品已出发

部分参展商开始紧张地“备战”，爱
尔兰中资企业商会联手 Enterprise Ire⁃
land等机构，以“爱尔兰国家馆”形象组
织品牌商参展。目前，已有13个品牌商
确定参展，涉及婴幼儿奶粉等乳制品，威
士忌、金酒等酒水，母婴类和生活用品以
及羊毛制品等名优产品。为让展品及时
到达，爱尔兰部分参展商近日把展品运
至科克港口附近的保税仓库，2月 18日
又从科克港出发，将展品运往海口。

参展商表示，消博会免税政策非常
有吸引力，希望借助平台带动品牌快速进
入中国市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消
博会为中爱经贸发展增添了生机，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一大亮点。”爱尔兰中资企
业商会会长王治冬表示，将积极发挥商会
作用，搭好合作桥梁，推动企业积极参与
消博会，促进中爱贸易发展。

展会特点明显

从招展总体情况看展会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全球头部品牌集聚。已有
法国的欧莱雅、人头马、保乐力加，日本
的资生堂、芳珂、欧姆龙，美国的强生、戴
尔以及西班牙敖司堡、澳洲澳佳宝、比利
时德尔沃等超过200个全球头部品牌确
认参展。二是国际化程度高。本届消博
会境外品牌参展面积占比接近80%。瑞
士将担任首届消博会主宾国，日本、德
国、法国、韩国、爱尔兰等10余个国家和
地区将组团参展。三是全国省市无一缺

席。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都将组团赴海南参展，集中展
示本地区的消费精品和老字号。四是首
发首展比重较高。不少国内外知名品牌
都明确表示，将在本届消博会上发布最
新产品和最新款式。比如，德国汉斯最
新款的帆船式游艇确认亮相首届消博
会。五是突出专业化水平。国际展区按
专业化布局，分为时尚生活、珠宝钻石、
高端食品保健品、旅居生活和综合服务
等五大展区。邀请了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
国检科院燕窝诚信联盟等专业机构负责
珠宝、酒类和燕窝的组展工作，并将在展
区内设立鉴定专区，对每件参展产品进
行严格审核。

展会期间，海南将组织开展丰富多
样的旅游消费活动，推动高端消费者到
会参观采购。预计展会期间专业采购商
将达3000—5000人，日接待高端消费者
5万人次。 （综 合）

五铢钱为何流通时间长久？
金属铸币的演进历史是啥样？近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中国
古代钱币展”将答案揭晓。1800余
件钱币珍品辅以200余件其他类别
文物带领观众在方寸钱币间，领略
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及相关社会
生活情况。

在展览序厅，映入眼帘的一幅
欧亚大陆钱币地图让观众仿佛瞬
间步入“钱币世界”。从原始海贝、
早期刀布币到形态各异的金属铸

币、各色纸币，再配以互动多媒体
等，观众可以在展厅查询各历史时
期物价并了解所对应的相关钱币，
直观立体感受中国古代钱币的历
史演进。

本次展览分为“序厅”“泉林漫
步”与“圜宇方圆”三部分，系统展
现了中国古代钱币发展体系及其
所承载和反映的古代政治、经济、
军事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据了解，
该展览位于南11展厅，为常设专题
展览。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不少
产业陷入瓶颈,商业的发展面临挑战,
尤其是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高
度聚合的会展产业受到影响,一度停
摆。疫情来势汹汹带来了许多忧患,
却也带来了行业机遇。它使得会展
行业去思考,去探索商业贸易模式的
数字化转型。2020年 4月，阿里巴巴
集团宣布和上海贸易促进委员会共
同打造云上会展有限公司，依托阿里
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全域数字化运
营能力，发展创新型展会服务模式，
参与到数字会展行业“新基建”的成
长中。

回顾 2020年，云上会展成功交付
了近 20 个国际国内大型展会标杆项
目，云上会展助力会展行业数字化转
型事业初见成效。

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
实力构筑数字展会新基建

怀抱着使命诞生，云上会展的定
位是助力打造数字会展新基建，通俗
而言就是线上和线下的完美融合。

不过，这种线上线下完美融合的
“展会上云”可不只是指将单纯地将
线下大型展会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复
刻到线上平台。更重要的是需要通
过新的技术，在线上平台的独特场
域，创造出展会的新场景、新体验,从
而真正塑造一种沉浸式体验。

在双向联动间，基于消费者体
验，云上会展形成了线上线下第一空
间和第二空间，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
的结合。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正是云上会展协力的一大案例。云
上会展紧扣“共建‘一带一路’、共兴
数字经济”的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融
合方式助力办展，打造了 365 日永不
落幕的“云上东博会”。云上会展为

“云上东博会”打造了“四平台+两体
系”,即：线上展示平台、在线会议和
洽谈平台、直播营销推广平台、跨境
电商服务平台以及基础架构支撑体
系和安全防护体系。举办了 104场主
办会议、58 场展商会议和 14 场展商
的直播，在保障安全稳定的高规格会
议直播需求的同时，智能 AI 监测系
统和 8 声道切换等国内外领先技术
保证会议的高效举办。

营销运营商业化能力加持
打造云上会展品牌

云上会展带来的是平台运营的
数字化，是创新技术应用的场景化，
也是商业生态赋能配置的多元化。

云上会展通过品牌数字化与营销
产品化的方式打造了一系列“云上XX
会”品牌。基于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
体系，利用互联网经商业模式和运营
思维，服务于数字会展。开创性的线
上线下融合会展品牌营销与商贸对接
新业态,帮助主办方更好地实现以会带
展促进投资。2020年，基于全域营销
商业体系，云上会展助力东博会高调
出圈,完成了线上10亿+曝光的成绩。

除此之外，第 102 届和 103 届全
国糖酒会也与阿里巴巴合作，推进展
会的数字化转型。协同打通生态营
销链路,融合发展新形态“数字化糖
酒会”，努力成为数字化展会标杆。

通过云上会展利用营销运营数
字化加持的案例还有许多：第二十二
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天津投
资贸易洽谈会、第二十七届杨凌农高
会、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等、上海书展、
上海旅游节、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

基于 2020 年云上会展业务积累
与沉淀，云上会展CEO朱峰指出，“过

去一年我们深深感受到展会行业对
数字化的力量渴望比以往更加强烈、
更加坚定，2021 年，基于云展大脑的
产品模块化、运营数字化、生态多元
化的业务思路，云展将继续推进实现
云展平台标准功能产品的可插拔、大
型头部项目可定制，通过近一年的项
目需求驱动与打磨，我们也更有信心
服务好大家。”

展望2021年全新未来

回顾 2020年,云上会展成功交付
了近 20 个国际性大型品牌展览会项
目，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而展望
2021,将有更多的精彩“云上展会”值
得期待。

新的一年，云上会展将启动百展
计划，业务将更多元,更广阔。以聚
焦行业需求，立足技术创新为原则，
将持续加强“云展大脑”的智能平台
建设，加速提升云展平台产品功能与
核心竞争力。

同时，依托上海贸易促进委员会
在专业性会展的经验和资源，发挥阿
里巴巴在物联网 IoT、智能硬件等新
技术优势,云上会展希望携手更多的
展会品牌强势迈进“智慧展馆”新赛
道,创设场馆数字化运营新模式。

朱峰表示，云展平台将始终追寻
和拥抱科技的普惠力量,为更多中小
企业、行业和产业创造价值。“助力打
造数字会展新基建”是云上会展的使
命方向和目标，云上会展将在携手各
细分市场的会展行业，促进提升展会
数字化、智能化。未来，云上会展希
望能为会展行业引入更多新资源、创
造更多新商业场景、寻找更多新商业
机会，共同实现会展行业的“第二增
长曲线”。

（中国日报网）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用上清洁能源

近日，天津中环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据悉，中环新能源公司于去年3月中标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在建筑面积约为 134.65万平方米的
一期展馆屋顶上，应用环晟光伏叠瓦单晶高
功率光伏组件。该项目于去年9月开始施
工建设，历时3个月竣工并通过验收。

该项目于今年 1月 26日开始并网，1
月30日成功全容量并网。项目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预计首年上网
电 量 755.29 万 千 瓦 时 ，年 均 发 电 量 约
707.48万千瓦时，年均节约标煤约2157.81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758.89吨、二氧
化硫约 43.86吨、氮氧化物约 14.86吨，为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提供低碳、绿色、环
保的清洁能源。 （中国经济网）

2021年 4月 9日至 11日，第九届中
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2021）联合同
期的第 97届中国电子展将在深圳会展
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包括智慧家
庭、5G+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网信产
业、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大
数据存储、基础电子元器件等代表电子
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内容。包括

CITE主题馆、超高清显示馆、智能制造
与 3D打印馆、前沿科技应用馆、电子竞
技馆、大数据存储馆、物联网与 5G应用
馆、智能驾驶及汽车技术馆、基础电子馆
等九大展馆20个专业展区。

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开幕论坛，以
“CITE 2021”成果为依托，旨在进一步
扩大同期活动影响力、充实活动内容、强
化活动特色。将举办“1+N”场论坛活

动，即一场“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开幕论坛”，N场“电子信息行业同期专
题活动”。博览会组委会还将联合电子
信息领域的十大行业协会，共同出评选
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金奖”及“中
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奖”。此外，博览会
还将同期举办 45个主题、超 150场研讨
活动。

博览会展出面积将超过10万平米，

吸引超过 1600家国内外优秀企业现场
参展。展会现场还将举行400多场新产
品新技术的发布活动，发布新产品预计
超过2000件。

据了解，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具有三
大核心价值，分别是具有价值的产业交流
平台、具有规模的展示发布平台和具有影
响力的宣传推广平台。CITE2021将为业
界充分展示智能时代电子信息产业最新
发展成果与趋势，打造国际化一流电子信
息领域展示平台。

（中国会展）

第十一届全球自有品牌产品亚洲展

时间：2021年3月2日—4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1中国国际标签印刷技术展览会

时间：2021年3月4日—6日
地点：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2021华北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

时间：2021年3月5日—7日
地点：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时间：2021年3月4日—6日
地点：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2020年5月以来，“经济内循环”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在专家看来，随着数字化的贸易平台、支付手段和金融交
易平台的兴起，全球化程度还会继续加深。不过，全球化的形
态将发生本质变化，我们正在经历激烈的转型期。

在经济“内循环”下，各大线下实体如何造场景、造体验、造
空间，利用好品牌的文化记忆点，将决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蕴含很深的学问。

品牌消费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在私域流量情境下，我们如
何通过新媒体艺术来制造文化记忆点，将流量变成留量，以至
于形成更加精准的品牌辨识度？这需要更多创新化的交互性
场景结合。

文化记忆点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
例如，谈到客家人，我们就会想到“中原遗风”“客家围屋”，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记忆点。至于如何将文化的记忆点挖掘出
来，形成一个品牌消费点，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具有价值，而是
经过品牌化之后的头部形象逻辑才具有商业化的变现基本。

各个头部品牌都在搭建私域流量，在地化的文化挖掘去重
构私域流量的品牌记忆点，新媒体艺术发现科技文化之美，在
品牌化的路上让私域消费者探索未知的想象力，扩散品牌的魅
力，——毕竟世界上存在一种叫想象力的东西。

私域流量的运营需要，既体现在白天兼顾夜间（“夜游经
济”已经遍布全国），也体现在文化与科技。未来，线下的实体
店需要为游客提供智能交互的服务，让“实体店”与消费者互动
起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私域流量的运营更重要的是“去
私域化”，私域的圈层“破圈”到场景用户层面，让品牌化的消费
者形成一定圈层的共识以及互联网的消费宣传，以改变已往

“碎碎念”的品牌口号。
后疫情时代，人们更关注环境对于人自身的感受，包括健

康、情绪等。比如，国际上目前最流行的WELL认证是建筑设
计领域的“奥斯卡奖”。它更关注的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建筑
物内部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以线下沉浸式餐厅为例，消费者已
经不是在此用餐这么简单，还能主动地体验春夏秋冬、二十四
节气，听各种主题故事。无论是婚庆、年会还是家庭聚会，只要
想象力在，沉浸式带来的场景体验就能给人们带来身临其境的
感受。在全国推广就地过年的情况下，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多的
场景体验，上海的丽娜（Rina）餐厅做了一个尝试，将菜品结合
交互体验进行沉浸式体验，利用新媒体艺术光影技术搞了一场
消费升级的“革命”。

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随着新
媒体形态的不断演进，如何让消费者有更大程度地参与其中，以创新的方式营
造差异化的互动体验，成为品牌打造品牌记忆点最有效的方式。拼格将创意化
的艺术光影融合VR体验技术，将虚拟与现实完美结合，用科技助力品牌消费升
级。 （刘志良）

2月 19日，在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莫尼山非遗小镇，民间文艺表演
队进行社火表演。当日，一场群众
文化主题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莫尼山非遗小镇

举行，吸引许多游客体验观赏，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为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莫
尼山非遗小镇，游客体验蒙古族皮
雕画技艺。

餐饮收入增速转正反映出中国经
济正稳步前行，居民消费逐步恢复。

“未来，餐饮消费将向绿色、健康、安全
的方向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成为行业
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中国饭店协会会
长韩明说，“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中，餐饮业必定会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

由中国饭店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
协会、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恒辉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北
京国际餐饮业供应链展览会（北京餐博
会）将于2021年6月28日—30日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举办。目前展会
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北京国际餐饮业供应链展览会（北
京餐博会）系亚洲酒店及餐饮业系列联
展（HCSA）的主题子展，是北方地区规模
大、影响力强的酒店和餐饮业展览交易
盛会。上届展会共有国内外921家企业
参展，参展产品丰富多样且质量优秀，还

迎来了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地30余
个采购团现场参观洽谈，交易采购、经贸
合作取得效果显著。

据了解，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
55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及产品丰富，
展品涵盖肉类食材、水产海鲜、禽类食
品、蔬菜菌菜、配餐调料、酒水饮料、餐
饮加盟、餐饮设备等。预计将有 1100
家中外品牌参展，6万名专业观众到场
参观采购，同期还将举办第四届京津
冀饭店餐饮业发展论坛、“时尚杯”餐

饮大赛等多场配套活动，邀请来自国
内外相关行业专家、学者、行业精英汇
聚一堂，共同梳理探讨当下行业现状
及未来发展趋势，共话发展、共谋未
来。

北京餐博会旨在推动餐饮业升级
发展，培育消费新热点、新业态，激发
餐饮行业消费潜力，促进餐饮业高质
量发展，为餐饮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提供产品展示、采购交易服务窗口，搭
建政策解读、展览展示、信息发布、产
销对接、品牌孵化、对外合作一站式交
流平台，助力餐饮行业持续繁荣。

（中国贸易新闻网）

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将亮相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境外品牌参展面积占比近80%，多数品牌将在本届展会发布新品

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于4月上旬在深圳举行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餐饮业供应链展览会6月底举办

云上会展助力会展行业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

﹃
去
私
域
化
﹄
运
营

重
构
品
牌
文
化
记
忆
点

国博国博““钱币展钱币展””带你从钱看历史带你从钱看历史

呼和浩特非遗文化展演欢乐庆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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