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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馆
西博会
进出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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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 这些“老字号”也参展
情怀
上海牌手表、
上海牌手表、
蝴蝶缝纫机、
蝴蝶缝纫机
、
回力运动鞋、
回力运动鞋
、
中华牌铅笔……

9 月 13 日，
第二届西博会进出口商品展 6 号馆，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展台
“第二届西博会进出口展”进入倒计时，展
馆布置情况如何？哪些展品已提前亮相？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西博城探馆发
现，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展馆主体架构已完成约
70%，其中成都馆所在的 6 号馆主体工程已
基本完工，成都造汽车、电子产品已经到位。同
时，西博城登录大厅的川派园林、四川会客厅
以及首次亮相的序厅已全部完工。据悉，备受
期待的各色展品将于今天全部进入展馆。

■活动播报
第八届中国（四川）-南亚经贸合作圆桌会议
开幕首日签署谅解备忘录

四川将在南亚设创新中心
助成都创业项目
“走出去”

科技范成都馆

“蓉欧快铁”
带你品尝波兰苹果

走进成都馆，
成都商报记者就被眼前以红、
白两色为主色调的布设所吸引，仿佛机场跑道
进入展厅，迎面是一面巨大的显示屏，
“你刚刚
经过的就是模拟机场跑道，这面显示屏将会播
放天府国际机场的效果图，
以及飞机起飞画面，
刚刚进行了调试试验，
效果非常不错，
预示着成
都起飞！”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成都馆主体
工程已经基本完工，
部分展品已进场。
步入展馆，记者发现整个展馆融入了熊
猫、太阳神鸟等成都标志性元素，展区内部则
科技感十足，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展示的地震
预警接收服务器和地震预警检测仪堪称“高精
尖”，一汽大众新速腾汽车这样的“成都造”展
品也分外吸睛。而最吸引记者的是一列展馆一
侧拖着三节车厢的“蓉欧快铁”，
“ 第一列车厢
展示的是成都女鞋、服装、家具、农产品等依托
蓉欧快铁出口欧洲的商品；第二列车厢展示的
是通过蓉欧快铁进口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化妆品、红酒、食品，目前波兰苹果已经全部
运抵，明日将正式上展；第三列车厢展示的则
是通过成都自贸区平行进口的路虎。”工作人
员介绍，成都馆将以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布局以及取得的成果
为核心展示内容，紧扣科技创新主题，以创新
型产品、科技型产品、智造型产品为主打。
除了成都馆，
记者看到其他几个展馆也正在
加紧施工，
每个展馆都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其中，
备受
“海淘族”
关注的39 个国家（地区）的食品饮
料、
家居用品、
旅游服务等进出口商品和企业也
在6号馆汇聚一堂，
目前各展馆整体工程基本接
近尾声，
“今晚会进行收尾，
展品将于明天运抵展
馆。
”
工作人员透露，
展品非常丰富，
来自美国、
意
大利、
法国、
吉尔吉斯斯坦的红酒，
日本清酒，
还
有波兰伏特加、
新西兰的奶粉、
蜂蜜、
果汁，
巴西
的咖啡，
泰国的水果、
果干、
谷物，
波兰的休闲食
品等，
更有今年6月进入中国市场的比利时冰淇
淋，
以及首次参展的白俄罗斯巧克力、
肉类等。

大厅布置好的川派园林

首设序厅

展会亮点
体感触控“一触即达”

蓉欧快铁展台

展出的汽车

工作人员演示
“序厅”，
捕捉展会亮点

在 6 号馆门口，记者还发现一个新设备
“序厅”。
“ 这是本届展会首次设置的进出口商
品展序厅，它会让你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捕
捉展会亮点。”四川国际会展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长 10 米，高 2.6 米的序厅主体为多媒体
互动展示墙，采用了体感互动触控技术和多点
投影触控技术等最新技术。其中，进出口商品
展展览亮点共分 5 个部分，由 20 个触控点位组
成，挥手触动就会呈现相应图文内容及参展商
展位号，
观众可以根据指引前往观展。
目前序厅已基本完工，记者也随即体验了
一把，
挥动手掌，
眼前立即出现本届进出口展的
基本情况，
依次将手掌挥动至相应点位，
成都等
省内城市的参展企业与展品就可
“先睹为快”
。
最让记者惊艳的是第三部分，儿时的记忆
走世界，开放前沿、服务全球等内容立即呈现，
上海牌手表、蝴蝶缝纫机、回力运动鞋、中华牌
铅笔等一批老字号企业重点展示的出口产品
都是这一部分“精华”，通过这个画面记者就能
迅速找到这些展品所处的位置。
在序厅，记者还发现一个手绘墙，这是做
什么用的？
“ 这面互动投影触摸墙最有意思的
地方在于当观众触摸墙上的绘画时，相应的动
画就会被触发，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参观体
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墙上的手绘均是中央
美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内容包括四川版图、天
府国际机场、太古里、西部国际博览城等图案。
此外，展会还设置了约 300 平方米的四川
会客厅，为参展参会嘉宾提供休息、洽谈的场
所。在这里您可以观看四川旅游宣传片、品尝
四川茶叶、了解四川文化，以另一种方式感受
四川。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张直

第十六届“海科会”海外人才引进暨项目合作成果发布

首设
“海创基金”引海外高精尖技术进川
昨日，第十六届“海科会”海外人才引进暨项目
合作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今年海科会的人才和项
目引进“双井喷”，412 名海外人才与省内 244 家重点
企业及产业园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订了引才
引智协议，较去年增长 48%；截至目前共成功签约项
目 39 个，签约金额 599.26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57%。在签约仪式现场，四川省政府与英国诺丁汉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建立海外专家智库，为四
川发展献策出力。同时，宣布首设“海创基金”，为海
外高新技术进四川搭建平台。
为进一步精准服务海外人才来川创新创业，四
川促成中国泰合集团、加拿大皇后金融集团两家公
司，发起设立“海创基金”，其中人民币基金总规模
20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 30 亿。加拿大皇后金融集团
董事长蒋志成表示，
“海创基金”是国内的人民币基
金和海外的美元基金并行，境内外投资都会做，主
要目的是把海外国际领先的技术、项目和国内的市

场、资金、人才储备结合起来。怎样的项目才符合基
金评定标准？蒋志成透露，会结合四川省战略项目
的重点领域、学科，找海外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项
目来对接。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运行模式对项目
做评定。同时，基金又是服务四川人才战略的，
“用
项目把人才招来四川。”蒋志成还表示，目前基金已
有部分储备项目，涉及高新技术方面，包括生物医
药、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健康等领域。
签约仪式上，四川省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签订省
校合作协议，这是我省首次与世界百强名校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从人才保送、高校创业等方面加强
协作。诺丁汉大学副校长尼克·迈勒斯认为，在全球
经济增速减缓的趋势下，四川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增
长，加上四川省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对海外人才具
有很大吸引力。他透露，诺丁汉大学将建立海外专
家智库，为四川发展献策出力。
本届海科会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引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刘静 校对 陈婕

进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412 名海外人才与省内
244 家重点企业及产业园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签订了引才引智协议，较去年增长 48%。其中，博士
304 人，约占 74%。同时，罗伯特·默顿等诺贝尔奖
获得者、知名院士共 9 人（次）分别被眉山市、遂宁
市、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荣
誉市民和城市发展顾问。今年新聘和续聘了 14 名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四
川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顾问，目前我省海
外引才顾问达 53 名。
本届海科会还促成一批项目合作成果。截至目
前，大会共成功签约项目 39 个，签约金额 599.26 亿
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57%。此外，围绕我省与加州
友好省州关系协议，眉山市与加州中心签订加州智
慧小镇协议，泸州市、绵阳市也分别与英国诺丁汉
市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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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作为“第二届西博会进
出口展”重大活动之一，第八届中
国（四川）-南亚经贸合作圆桌会议
在成都拉开帷幕，来自阿富汗、孟
加拉、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
基斯坦、
斯里兰卡等国政府和商协
会人士以及企业代表聚焦
“智慧城
市、高科技农业和食品加工、青年
创新”
，
展开深入探讨，
共商合作之
道。会议期间，四川省创新创业促
进会与南盟商会青年创业者论坛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将
给成都青年创业者带来更广阔的
合作空间，
同时还将为双方志向远
大的学生提供交流学习机会。

签订备忘录后，
区域内学生将
有交换学习的机会。
对四川省创新
创业促进会来说，将努力建成学
生交流项目的机制，将南亚区域
的商业学校与中国的商业学校连
接起来，
“具体合作机构将于 10 月
以后确定，
双方会筛选优质大学参
与学生交流项目，
志向远大的学生
不仅将获得学习机会，
还将获得相
应的奖学金等帮助。
”
刘明表示。

成都潜力值得开拓
也欢迎更多川企投资南亚

四川省创新创业促进会执行
会长兼秘书长刘明表示，
此次备忘
录的签署将促成中国和南亚的青
年创业者就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
进行密切联系与互动，
并为中国和
南亚的青年引入一个分享新思路
和商业模式的机制和平台，
形成跨
区域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
“下一步我们会在东亚或南
亚设立一个创新中心，派驻专门
人员，相当于成都在这些国家设
立的一个窗口、平台，把一些好的
人才、商业模式甚至资本带出去，
还将做一个创新孵化器，为愿意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四
川好项目、好团队提供帮助和支
持，再下一步设立创投基金，为四
川出去的项目提供资金帮助。”在
刘明看来，未来将在南亚形成一
个产业园，帮助中国“走出去”的
企业，特别是四川、成都“走出去”
的企业。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为区
域内的创业者就主题、管理和技
术问题提供学习机会。更重要的
是将为中国和南亚的天使投资人
和导师创建平台，为创业者创建
天使投资人和导师资源池。

南亚国家一直是四川重要的
经贸合作伙伴，
随着
“一带一路”
务
实推进，
四川与南亚国家在基础设
施建设、
工程承包、
能源电力、
农产
品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对南亚国家来说，
成都是一个
具有潜力、值得开拓的市场。印度
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萨奇
布表示，
成都和印度在很多方面可
以合作，
比如农业、
食品深加工、
基
础设施建设和铁路建设方面。
同时
在电子化方面也有合作前景。
“还
有文化合作，
印度很喜欢四川的食
物和歌舞表演，双方可以进行交
流。
”
不丹工商会会长札姆·帕南则
表示，
他们愿为双方企业开拓更为
广阔有效的市场空间。
南盟工商联合会主席苏拉吉·
维德亚表示，
通过
“南亚圆桌会”
的
持续推进，
南亚与四川建立了互信、
互动、
互利的良好合作平台。
“我们
希望更多四川企业开拓南亚市场，
南亚商协会愿为四川企业开拓南亚
市场搭建桥梁和纽带，
欢迎更多四
川企业探索南亚、
认识南亚、
扎根南
亚。”在南亚国家推介会及企业对
接洽谈会上，尼泊尔、斯里兰卡商
协会代表也对本国市场和投资环
境作了宣传推介，
南亚国家近 80 家
企业代表与四川 130 家企业展开了
对接洽谈。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
新西兰皇
家科学院院士高唯

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哈拉尔德·楚尔·豪森

与西南交大成立联合实验室
打造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名片

对男性接种HPV疫苗
可对女性宫颈癌起治本作用

“我是从成都走出去的，成都
是我的第三故乡。”此次带着项目
来蓉，高唯与西南交大签订协议，
成立一个联合实验室，
开展高铁材
料的国际合作。
“ 我们的目标是共
同 打 造 中 国 高 铁‘ 走 出 去 ’的 名
片。
”高唯介绍，
现在高铁已成为中
国的一张名片。一小时开 60 公里
与一小时开 300 公里的火车，所需
要的材料差别相当大，
对安全性有
很高要求。如果行驶在东南亚，湿
热气候会产生火车材料的
“腐蚀疲
劳”
，如果行驶在俄罗斯，
零下极端
气温会造成材料的脆性。
他所指导
的实验室就是致力于材料的研究，
提高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表现。

“很高兴中国现在引进了 HPV
疫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
昨日，
来蓉参加海科会的哈拉尔德·楚尔·
豪森说道。
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发现
某些类型的 HPV 就是宫颈癌的病
原体，
为开发出宫颈癌疫苗打下了
基础。
“我一直在强调，
对同年龄群
体的男孩和女孩都要注射 HPV 疫
苗。
”豪森表示，
宫颈癌病毒通过性
传播，
男性是主要传播者，
若能给男
性接种 HPV 疫苗，
就可以对女性宫
颈癌的治疗起到治本作用。
来到成都，
豪森看到了一些初
创公司对癌症研究的支持。
“中国在
这方面的发展令人瞩目，
癌症研究
在应用方面得到非常大的支持。
”

提供奖学金
成都学生可赴南亚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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