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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李红
波）“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7月25日，CZ8476上海虹桥-海
口航班上，旅客们伴随着《请到天涯海
角来》歌声登上中国南方航空“消博号”
彩绘飞机后，频频点赞客舱内饰。

“消博号”彩绘飞机使用消博会
的吉祥物海南长臂猿“元元”和“宵
宵”等装饰客舱，让整个客舱看起来
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同时，乘务组
还给旅客们送上带有消博会元素的
手摇旗和贴纸，并在飞机平飞后，开
启“消博会知识空中小课堂”，通过广
播向大家宣讲消博会故事，介绍南航

“消博号”彩绘飞机。还邀请旅客讲
述与海南的感人故事、参加第一届消

博会的经历等，共同描绘对海南自贸
港的美好愿景。

作为消博会“指定航空承运商”，
南航联合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创新
推出“消博号”彩绘飞机，定制消博会
南航专属权益产品，开设机场消博会
值机专柜，通过举办机上主题航班活
动、投放专题杂志等，方便消博会参
展人员便捷出行，提升消博会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传播海南国际旅游品牌
形象，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悉，7月25日至30日南航针对
“消博号”推出 3条航线，分别为海口
至上海虹桥、海口至广州、海口至深
圳往返，供旅客尽情体验彩绘飞机的
魅力。

“消博号”展现海南热情魅力
获旅客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7月 25日至 30
日在海口市举办，中免集团组织专业
采购团到会，与全球品牌洽谈交流，
积极开展采购活动，并携手多个国
际知名品牌，展出香化、精品、腕表、
电子产品和酒水等免税热门品类，
推出独家首发、中免特供等活动，为
广大消费者提供独一无二的免税体
验。

在首届消博会上，中免集团的旅
游零售综合运营实力得到展现，进一
步吸引各国优质品牌“首发、首秀、首
展”进入海南免税市场，中免也积极
与各品牌开展交流合作，充分实现消
博会“展品”变“商品”的运营路径。
在首届消博会结束的一年时间里，戴
尔集团旗下 ALIENWARE 外星人、
资生堂旗下高端护肤品牌御银座、华
伦天奴高定彩妆、梵克雅宝、宝诗龙、
江诗丹顿、宝珀、格拉苏蒂原创等热
门香化、珠宝、腕表、电子产品等品类

品牌国内免税首店陆续进驻三亚国
际免税城。

在消博会溢出效应加持下，以三
亚国际免税城为例，该店已成功引进
国际知名品牌逾 750个，其中包含有
不少海南离岛免税首店乃至中国内
地首店，“首店经济”已使得中免集团
在实现海南离岛免税差异化经营方
面占据主导性优势，也逐步成为吸引
境外高端消费回流的显著力量。

在本届消博会上，中免集团将支
持并联合承办“第二届全球消费创新
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会”，联合主办

“第二届可持续消费高峰论坛”等系
列配套活动，助力消博会各项活动有
序开展。同时，中免海南区域 5家门
店在消博会期间同步开启第二届中
免腕表节，活动时间将持续至8月 18
日。消博会期间进店将有包括新品
牌进驻、全球限量、多倍积分、满赠礼
遇、主题表展、中免专售等亮点活动，
有望再度掀起“腕表消费热潮”。

中免集团携手众多国际品牌参展

消博会溢出效应
在免税行业持续释放

主题为“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
生活”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于 7 月 25 日至 30 日在海口举办。
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
共有来自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参
展。各个展馆都有哪些精品？记者带
你一探究竟。

●1号馆：美好旅居生活

1号馆为旅居生活展区/服务消费
展区，面积约1.3万平方米。拥有400
平方米的沉浸式体验展台，以及高达
6 米的室内过山车和 5.6 米的摩天轮
等三丽鸥主题设施。这里还有“睡眠
小屋”，能体验如何“睡个好觉”，以及
减压养身椅、百变小天后智能沙发。
欧 尼 尔 游 艇 MasterCraft 将 展 出
MasterCraft XT24；天猫国际将带一
架“直升飞机”空降消博会现场，举行

“停机坪欢乐派对”，海南自贸港首架
零关税直升机——阿古斯塔 109E 也
将亮相。

●2号馆：珠光宝气闪烁

重达 50克拉、价值 1.88 亿元人民
币的梨形美钻《时光之眼》将再度惊
艳亮相；铂金古董专区将展出来自百
余年前的作品“尚美祖母绿钻石冠

冕”；LARWINER 拉威兒艺术珠宝全
球首发 MYTHOLOGY 神话系列、以
上千颗优质红宝石与钻石制作而成的

“ZHU QUE 朱 雀 高 级 彩 宝 钻 石 项
链”……2 号馆净面积超 5000 平方
米，包含珠宝、服饰、腕表等品类。此
外，戴比尔斯集团、Damiani 及香港珠
宝品牌等也“聚集”2号馆。

●3号馆：“吃货”聚集区

在 3 号馆，许多高端酒品、肉制
品、乳制品、保健品、咖啡、休闲食品
等品牌集中亮相。高端威士忌品牌大
摩The Dalmore首次线下展出大摩鎏
金时代五号典藏中国版，雀巢将组织
办公室咖啡机试饮活动，澳优乳业的
趣味扭蛋活动带来无限童趣，荷仕兰
的冰激凌、Latio的巧克力带来舌尖上
的享受。

●4号馆：开启美妙旅行

4 号馆作为“时尚生活展区”“国
际综合展区”，面积4000余平方米，云
集瑞士、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等22个
国家和地区的酒品、高端食品、保健
品、日化用品及手工艺品。此次首届
消博会主宾国瑞士携众多瑞士知名品

牌参展；泰国国民美妆品牌 MIST-
INE，澳 大 利 亚 品 牌 KARIBEE、
EAORON 将携明星产品以独立展商
的身份亮相；源于韩国的高端沙龙头
皮护理品牌玛丝兰，将在本届消博会
上展示可护理头皮的黑科技发膜——
玛丝兰8秒沙龙液体发膜。

●5号馆：大牌云集

5 号馆包含腕表、珠宝、服饰、香
化、家居等品类。值得关注的是，作
为第二届消博会主宾国，法国商务投
资署再次参加并将法国国家馆面积扩
大至300平方米，将携时装品牌Dan-
iel Hechter、GENS&CO，知名美妆护
肤品牌兰蔻、美帕、欧缇丽、悠香伊，
知名制药和医学护肤品集团皮尔法
伯，食品品牌达能、法芙娜，知名烈酒
和葡萄酒集团保乐力加集团，钟表品
牌皮埃尔连尼亚，珠宝品牌珈思珠
宝，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保险公司
安盛等齐聚消博会。

●6号馆：“买全球”

在6号馆，中免集团、GDF全球精
品免税城、珠海免税集团、海南旅投
免税品有限公司等免税企业在此汇
聚。作为双循环买全球展区，6 号馆

面积共计 13230 平方米，集合了以中
免集团为代表的免税零售企业、以京
东集团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企业以及以
国药集团为代表的医药健康企业，共
计16家展商，品牌数402个。此外，6
号馆展台还融合多种数字影像技术，
参观者可以进行丰富的沉浸式体验
等。

●7号馆：“买”全国

7 号馆聚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高、新、特、优”消费精品、特色消费
品、创新性消费名品、优秀文化创意
产品等，包括一汽集团、苏泊尔、格
力、大疆、郎酒、舍得、君乐宝、喜茶、
元气森林、泡泡玛特、稻香村、十八街
麻花等众多国内知名品牌，涵盖 Z时
代新消费、中国智造、非遗雅赏、平台
集合展示、居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

●8号馆：国货精品展区

国货精品展区面积5000平方米，
品牌涵盖Z世代新消费、中国智造、老
字号焕新、平台集合展示等各个方
面。国货精品馆整合多元化品牌，选
择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参展，打
造国潮“尖货”展示平台。

记者带你逛消博会

8个展馆各具特色 精品荟萃博眼球
本报特派记者 王昊 林林 张慧膑

●亮点一
更开放

国内外 2800 多个品牌参展

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 10 万平
方米，较首届增长 25%，参展品牌显
著增加，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品牌
2800多个。国际展区8万平方米，共
有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1107家国
际企业、1643个品牌参展。国内展区
2万平方米，其中省（区、市）展区 1.5
万平方米，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新设国
货精品馆 5000 平方米，展示国内消
费精品和老字号。

值得一提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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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二
更丰富

将举办 100 余场论坛活动

第二届消博会将以“线上+线下”
形式举办 100余场各类论坛活动，探
讨未来消费形势，洽谈供采合作。包
括平行论坛、圆桌对话、供采对接、洽
谈签约等。还将利用全球消费论坛
发布消费洞察报告、消费趋势白皮
书、消费指数排行等各类权威报告50
余篇。

●亮点三
更吸睛

发布 600 余个首发首秀新品

第二届消博会更加聚焦新品首
发首秀，将举行新品发布及展示活动
177场，新品数量622件，涵盖全球首
发、亚太区域首发、亚太零售渠道首
发、中国首发、线下首发等多种类型，
助力海南打造全球消费时尚展示引
领地。

本届消博会还将于7月 26日至7

月 30 日期间举办时装周，将有 20 多
家国内外设计师品牌围绕“热带雨
林”主题，以时装发布秀、静态陈列、
品牌分享沙龙、馆内快闪等形式，展
示最新时尚系列单品，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时尚盛典。

●亮点四
更沉浸

127 家媒体参与报道

第二届消博会共注册报名境内
外媒体 127 家，审核发放媒体证件
1055 张。既包括 16 家中央媒体、56
家省级媒体，还吸引了 40 多家行业
专业媒体踊跃参与。此外，邀请到法
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 26 家国
外媒体线上线下报名参会。

●亮点五
更贴心

1250 名志愿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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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招募 1250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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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消博会提供专业
服务。

●亮点六
更热情

追加发放 1 亿元消费券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海南省政府
决定追加 1 亿元资金继续发放消费
券，于消博会期间启动“助商惠民，乐
享海南”第二轮消费券发放活动，叠
加消博会效应，放大资金使用效果。
此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各离岛
免税经营主体还将发放大量消费
券。

（本报特派记者 林林 王昊 张慧
膑 整理）

7 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
口开幕。作为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第二届消博会有哪些新亮点？跟着记者

“数一数”。

本报海口 7 月 25 日电（特 派 记
者 王 昊 林 林 张 慧 膑）7 月 25 日下
午，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对
媒体记者开放。本报记者第一时间前
往海南馆探访三亚参展的消费精品。
在海南馆现场，三亚消费精品吸引了
众多媒体记者和各省市代表团的关
注。

海南馆位于 7 号馆中间区域，蓝
色外墙如同蔚蓝的海水，展台设计综
合运用了实物与多媒体设备，充分体
现了海南椰风海韵、云山云海的特
色。

在海南馆入口，“相约自贸港 共
享新机遇”标语展板前展示着一排高
科技展品。其中，来自三亚的水下无
人机吸引了辽宁代表团、上海代表团
驻足观看。“这是潜鲛 P200 Pro 专业

级便捷式水下无人机，采用 8 推进全
矢量布局，360度全方位移动，最大航
速 3 节、潜深 200 米、最大水平半径
400米，可以同时搭载 5款配件，拆装
方便，操控简易，能快速部署，是非常
强大的水下录影、水下观测和水下作
业利器。”海南潜行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莹向各省市代表团和媒体
记者详细介绍了水下无人机的功能和
作用。

精美华贵、古朴典雅的海南黎族
苗族特色南海珍珠手工艺皇冠头饰在
海南馆一侧格外显眼。“这款皇冠头
饰制作需要 20 天至 1 个月。”三亚东
晟旅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温英武介
绍，皇冠头饰采用海南京润珍珠、海
南贝壳、纯天然矿石釉料和玛瑙，使
用景泰蓝纯手工制作而成。曾荣获第

十七届深圳国际文博会工艺美术品类
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金奖。目前已经销
往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欧美国
家，具有广泛的国际市场。

在海南馆茶饮系列中，由三亚国
际友好中医疗养院推送的“四季养生
时令茶系列”让人们更关注三亚康养
产业。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副院
长袁爱林表示，本次消博会，三亚国
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共有两件消费精品
展出。其中，中药香囊系列曾获得
2020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和

“椰语堂”杯 2020 海南省第五届旅游
商品大赛银奖。

在海南馆热带水果展区，号称水
果界“劳斯莱斯”的燕窝果成为最耀
眼的“明星”。“我是第一次看到燕窝
果，以前在网络上查阅过资料，燕窝

果的口感和市场价值非常好。希望这
次能够和三亚相关企业合作，在河南
推广销售。”河南水果商杨菲菲仔细
察看展示的燕窝果，并拿走了展示区
企业负责人的名片。

据悉，三亚于 2019年开始规模化
种植燕窝果，并获得成功。目前，燕
窝果产业已成为三亚热带水果的一张
名片，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之
一。

据悉，海南馆面积有610平方米，
展品聚焦海南四大主导产业，涵盖游
艇和新能源汽车、沉香和花梨木、旅
游商品、食品饮品、医疗健康、教育消
费六大类。参展观众可在海南馆看到
海南产的新能源汽车、游艇、电动冲
浪板、人工耳蜗、特医食品等一系列

“高、新、优、特”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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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第二届消博会六大亮点

7 月 25 日下午，嘉宾在海南馆倾听工作人员介绍三亚水下无人机。 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海南馆内，来自三亚的燕窝果吸人眼球。 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海南馆展出来自三亚的海南黎族苗
族特色南海珍珠手工艺皇冠头饰。

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