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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7日应约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
多次沟通，为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中德、中欧加强合作，能够办
成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德方、
欧方同中方一道作出积极努
力，维护和推动中德、中欧合

作健康稳定发展，为这个多
变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和
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
中德务实合
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
其他因素干扰，稳中有进，中
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
贸易伙伴，
体现了中德合作的
韧性和潜力。
希望双方本着相
互尊重、互利共赢精神，统筹

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
这有助
于为中欧合作和重振世界经
济增添信心和动力。中国正
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
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
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
分工合作。中方愿同包括德
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共享
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带来的
机遇。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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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会上有什么？

成都“三城三都”建设扎实推进,今年全国糖酒盛会如约而至

瓶盖拼成的变形金刚

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葡萄酒和进口食品；
汇集全国茶叶产区的六大名茶，
还有茶饮料、茶艺表演；空气中弥漫着浓郁麻辣味的火锅爆品……4月7日上午，
“十
四五”开局之年行业首个综合大展——第104届全国糖酒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下称“西博城”
）正式开幕。
时隔一年后，
糖酒会再次在成都召开，
吸引了不少成都市民前来逛展。21.5万平
方米的展览面积不仅让展览规模创下历届之最，
现场更是汇聚了42个国家和地区的
4106家参展商带来的特色展品，
让人目不暇接。
全国糖酒会的顺利举办，
离不开成都建设国际会展之都取得成效的支撑，
离不开成
都“三城三都”建设的扎实推进。近年来，
成都建成了天府国际会议中心、淮州国际会展
中心、
融创国际会议中心等会展场馆约20万平方米，
投运高端会议型酒店39个。

参展商正在交流

美味

此次糖酒会设置传统酒类、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
食
品及饮料、
调味品及配料、
食品机械、
食品包装六大展
区及国际啤酒、
酒具、
国际机械、
饮料及乳制品、
进口食
品、
休闲食品、
电子商务餐饮连锁加盟、
食品配料和添
加剂、
茶叶以及火锅等11个特色专区。
除了茅台、
五粮
液、
泸州老窖、
可口可乐、
中国茶叶、
光明乳业、
蒙牛乳
业、
安琪酵母等国内知名企业以外，
还有来自法国、
意
大利、
阿根廷、
智利、
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参展。

展望

7日下午，
以
“促循环、
开新局”
为主题的第104届
全国糖酒会主论坛在西博城9号馆举办，
来自国家级
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探
讨后疫情时代新动能、新机遇、新要求，分析研判
2020年食品行业经济运行及2021年行业展望。

对接

4月6日-9日，全国糖酒会组委会与多个国家及
地方行业协会、行业媒体以及参展厂商合作，举办
多场论坛活动、推介会、主题研讨会、供采对接会、
高端闭门会、新品发布会等，让糖酒会进一步成为
行业思想交流、
信息沟通、
选品体验的行业平台。
展会期间，
组织机构还将重点打造
“第104届全国
糖酒会集中签约仪式暨乡村振兴新品发布会”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酒类展台

商家大显身手
4万个瓶盖拼装变形金刚

直播带货受青睐 3小时预计可售1万件水
7日上午9时许，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到达西博城1号门处时，许多市
民正在进场。旁边的票务领取处排了长
长的队伍，正在排队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家住在成华区，为了逛展，早上6
点便起床收拾，早上8点多到达西博城，
没想到现场如此火爆，一直排了半个多
小时才领到票。
场馆内，各展位已摆满商品，唱歌、

跳舞、直播、变脸、cosplay等各式各样的
活动也在展位前有序开启。在梁山泊酒
展区门前，
“鲁智深”
“李逵”等“梁山好
汉”分立展位前，操着粗壮的嗓门儿，招
引逛展的市民进去品尝美酒。
直播带货作为近年来兴起的销售
模式，在本届展会中也备受各展商的亲
来。据成都艺海天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高沁雪介绍，糖酒会首日上午，官方直

播间共对7个品牌进行了直播，预计下
午将进行53个品牌的好物推荐直播。
除了官方直播间，各展商也在展位
前开辟了专门用于直播的区域。
“ 我们
有自己的直播平台，并且也有自己的主
播。”
“中粮悦活”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其直播主要集中在糖酒会首日，上午下
午各直播一个半小时，预计可销售1万
件水。

糖酒会上 ，为了吸引市
民、参展人员的眼球，各个商
家绞尽脑汁。在6号馆，一个近
2米高的“变形金刚”吸引了不
少人驻足，
构成“变形金刚”
的
各个部件竟然是小小的瓶盖。
除了近2米高的“变形金刚”，
旁边还组装了一头白色的
“牛”，另一边则拼装了一只
“熊猫”
。据虹桥包装实业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黄舜南介绍，
“变形金刚”由4万余个瓶盖拼
装完成，
旁边的“白牛”
也用了
4000余个瓶盖。
这种瓶盖有什么独特之
处？黄舜南告诉记者，该公司
是一家专门从事包装生产的
企业，
小瓶盖是公司新近推出

市民边逛边吃 还有人专门从外地来逛展
除了品酒，在调味品及配料馆，涮
火锅、吃泡面、品尝各式蘸料是市民的
最爱。在“川娃子”展位前，市民黄自桥
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不住地点头。黄
自桥介绍，他逛糖酒会已经有七八年，
从网上知道本届糖酒会开幕时间后，
今
天一早便与爱人从家赶来逛展，
“逛糖
酒会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另一边，站在连接处休息的左佳
灏 ，手里拿着一大堆名片资料 。他告
诉记者，为了参加本届展会，4月6日
与妈妈专门从河南开封坐动车赶来
逛展。
“ 我半年前开始做社区团购，来
逛糖酒会主要是想了解目前市场行
情 ，同 时 想 通 过 展 会 找 一 些 意 向 商
品，上架自己的平台。”左佳灏说，上

午 仅 逛 了 2 个 多 小 时 ，已 经 找 到 了 螺
蛳粉、酸梅汤、钙奶3种意向商品，这
几天准备继续逛。
谈到对本届糖酒会的印象，
左佳灏
说，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展会，
不仅展区
面积大，而且参展的商品也很丰富，对
于我来说，可供选择的商品很多，看来
以后要经常来成都。
”

现场为观众发口罩

今年成都“三城三都”建设再发力

第104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在蓉开幕

促建重大地标 提升高端节会……
五大行动 魅力升级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
“加快建设地标性文化项目，
培育高能级产业生态，强化投资促
进、空间打造和消费升级。”4月7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三城三都”三年建设成效及
2021年工作计划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1年成都市“三城三都”将
以 五 大 行 动 为 抓 手 ，出 新 品 出 精
品，不断提升“三城三都”人文化和
显示度，全力助推世界文化名城加
快建设。

吕军王凤朝张崇和栾日成姜明路易
斯·施密特出席开幕式

重大地标促建行动

产业生态厚培行动

重大项目招引行动

据介绍，
成都将实施重大地标促建行动，
加速推进天府艺术公园、
天府文化中心、
天府
智媒体城等重大文化地标设施建设，
在文创、
博物馆、
书店、
演艺等领域打造全国一流、
有号
召力的文化空间。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
建的一张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
成都将协同打
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全力推进平乐古镇·天
台山、安仁古镇创建5A级景区，争创5个国家
级文旅品牌。
今年世界美食之都还将复审，
成
都将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核，
成都将实
施食品企业10亿俱乐部加速器计划，
培育100
家高品质、
高成长性的本土餐饮企业。

产业生态厚培行动，将坚持产业
功能区错位协同，
加快强链补链、
延链
拓链、
要素集聚。
推动文创金融深度融
合，
实施数字文创腾飞计划；
大力推动
文旅融合，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
在对产业的支持上，
成都将推动设立体育产业基金，加大
体育企业扶持；实施音乐创意人才扶
持、音乐人才工作室遴选等引才培育
计划，推进成都音乐文化产业基金高
效运营；深入推进“会展+产业”一体
化发展，
实现以会兴市、
以会促产。

重大项目招引行动，将积极引进具
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龙头文旅企业和
总部项目。
据悉，
成都今年计划签约高质
量重大文旅项目20个，总投资额超过
1000亿元，引入国际体育组织总部和全
球首站乒乓球大满贯赛事等国际高端赛
事，
新落地海内外美食品牌30个以上、
优
质音乐项目50个以上。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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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三都”建设
三年成绩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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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产品，可吸果冻、糖果
瓶子等均可采用类似瓶盖，
不
仅环保，
对于小孩来说也是一
种益智玩具，
收集瓶盖越多玩
法就越丰富。
“小瓶盖是一个以瓶盖为
基础的拼装玩具，
瓶盖采用正
六边形设计，
每个小瓶盖拥有
8面组装功能，2个瓶盖拥有10
种拼接方式。
这种灵活多变的
小瓶盖，被不少人称为‘瓶盖
中的变形金刚’”，黄舜南说，
除了玩家自主拼装外，
该公司
还建立了互联网玩家世界平
台，
玩家可在该网站学习交流
各种瓶盖拼装心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王勤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牌展会之一，
被誉为中国食品
常斐） 四月蓉城，花攒锦簇。 和酒类行业的“风向标”
“晴雨
昨日，第104届全国糖酒商品
表”，为促进成都绿色食品产
交易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业和会展产业蓬勃发展作出
城开幕。中粮集团党组书记、 了积极贡献。
本届糖酒会顺应
董事长吕军出席开幕式。
市委
时代大潮、紧贴发展大势，以
副书记、市长王凤朝，中粮集 “促循环、开新局”为主题，将
团党组副书记、总裁栾日成在
开创中国食品和酒类行业发
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轻工业联
展新气象，
有力促进国内外产
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 业链循环畅通，
加快构建经济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
智
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当
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出
前，
成都正加快建设国内大循
席开幕式。
环战略腹地和国内国际双循
王凤朝在致辞中表示，
全
环门户枢纽，
热忱期待更多国
国糖酒会作为我国规格最高、 内国际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
品类最全、影响最大的专业品
借助糖酒会，紧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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