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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馆，
全息智能炫屏、
无人驾驶迷你巴
士在此展示。

本版图片由
记者张锦辉、谢
智 强 摄/视 觉 重
庆

▲5月20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第三
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工作
人员正在擦拭无人直升机螺旋桨。

▲5月20日，重庆高新区展厅运用3D视
频矩阵MAPPING、3D立体雕塑等技术展示
辖区重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

▲5月20日，在国际馆，巴基斯坦参展商带来的手工铜
器引来客商洽谈。

▲5月20日，两江新区展厅展出的辖区企业带来的火
箭模型。

□本报记者 陈钧 杨骏

初夏小满，重庆高朋满座。今天，第三届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西洽
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代表嘉宾相聚在这场开放的盛会，一起
“走进西部、洽谈未来”，积极构建新发展格
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作答时代“新试
卷”。

建：新发展格局
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共占C位

本届西洽会最重磅活动与最大亮点，当属
开幕式暨主旨论坛——2021陆海新通道国际
合作论坛。

重磅在于份量。
论坛以国际陆海新通道绘就“一带一路”

工笔画为主题，众多权威嘉宾将围绕“陆海新
通道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进行交流，为陆海
新通道的发展建言献策。

亮点在于“融合”。
西洽会与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都是

国家级活动，两者共同办会、互为平台、统筹活
动、相互融合，也让开放通道与开放平台相互
叠加，释放1+1>2的效果。

这是重庆立足“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的具体行动。

重庆是西洽会主办地，也是陆海新通道的

运营组织中心。西洽会与陆海新通道“携手”，
展现了重庆积极发挥国家赋予的地位和作用，
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新姿态。

西洽会上召开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
有助于重庆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
贸带产业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
高地。

除了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也是重庆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
举措。在本届西洽会上，这一亮点也将得到充
分体现。

比如，四川再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以实
际行动支持重庆举办西洽会，充分体川渝一体
化发展理念。再如，本届西洽会展场专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专题展，集中展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优势和最新合作成果。

专题展上，川渝两地相关市、区、县将以
“双城协同·共融发展”为主题，开展系列恳谈、
考察、项目对接活动，激发两地合作内生动力，
合力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畅：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带一路”国家、跨国公司、央

企、兄弟省市与重庆联手

西洽会是重要的开放平台、贸易合作平
台、投资促进平台，也是西部地区展示形象、扩
大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前两届西洽会，各方签约项目超过200
个，金额超6000亿元。本届西洽会在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上，也将展现新作为。

21日下午，2021亚洲企业大会将在西洽
会上举行，这是西洽会首次举办该项活动，届
时，亚洲国家前政要、知名跨国企业代表将发
表演讲，现场还将进行交流、访谈等活动。

与此同时，中国（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
国际合作论坛奖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国际
合作”主题，邀请商务部、中国东盟中心、新加
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韩国贸易促进机构、
有关重点企业、商协会代表参会，探寻机遇与
挑战。

“一带一路”从来都是西洽会关注的重点。
在组委会发出邀请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积极响应，比如阿尔及利亚将与重庆一起举
行重庆—阿尔及利亚经贸合作推介会；老挝、
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在“国际馆”布展。

本届西洽会上，还有哥伦比亚、越南、印度
尼西亚受邀担任主宾国。三个国家都在本届
西洽会上布置了展区，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特
色产品，哥伦比亚的咖啡、黑巧克力，越南的腰
果、排糖，印度尼西亚的燕窝等都将陈列在展
厅，等待观众品鉴。

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参与西洽会
也热情高涨。21日下午，跨国经营高质量发
展论坛将在西洽会上举行，届时有不少全球首
席智库、著名经济学家、企业代表等嘉宾发表
演讲，就跨国经营坐而论道。在展览现场，苏
伊士、中石油等世界500强企业也展示出自己
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本届西洽会还有很多兄弟省区市的身影。
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首次以主宾省（区）

身份参展西洽会。作为陆海新通道发起者之
一，广西今年将把通道建设作为参展的主要展
示内容之一。同时，围绕陆海新通道，广西将
在西洽会上举行专题推介会，旨在深化广西与
重庆等西部省区市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各方共
商共建共享。

云南省也是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主要
围绕文旅、能源、医药、大健康、制造业、加工贸
易、绿色食品等领域的99个项目进行招商引
资；贵州、宁夏等西部省区市不仅布置了展区，
还将召开专场推介会。

此外，山东、辽宁、浙江等省区市也来到了
本届西洽会现场，在区域合作馆布展，展示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显：新发展理念
各种创新黑科技、绿色环保装

备、开放大平台、乡村特色产品亮相

西洽会还是集中彰显新发展理念的大平
台。

本届西洽会展出的众多新产品、新技术，
以及举办的各种发展论坛、推介活动，无一不
呈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元素，凸显新
发展理念。

创新方面，一大波黑科技在“名企馆”呈
现：如中国电建将借助360度全息投影技术展
示集团的装配制造实力；中国铝业重点展示航
空航天、轨交船舶、汽车轻量化、建筑新材料等
产品。本届西洽会还将举行2021车联网与智
能交通高峰论坛、中国（重庆）新能源智能汽车

产业峰会等，研讨产业发展趋势，推动产业生
态持续建设。

协调方面，达州、广安、资阳等四川多个地
级市在本届西洽会上布展，一同布展的还有重
庆江津、梁平、綦江等区县。巴南区和成都市
温江区还联手展出两地的文旅资源等。这些
市区县都是川渝两地协同发展的重要代表，也
是彼此协调发展的体现。

绿色方面，本届西洽会有不少区县展出
特色乡村文旅产品。如彭水集中展示了九黎
城、阿依河等景点，武隆将天生三桥、仙女山
等景点进行了介绍。梁平把竹山镇改造后的
风貌以长图形式展出，该镇曾是矿山，如今却
绿水青山美如画，被誉为重庆“两山论”的样
板地。

开放方面，“国际馆”的国际合作展区采用
了中国古代的“司南”造型，寓意来自四面八
方，路线纵横四海，交错相通，相互融合和汇
聚。重庆内陆开放高地馆详细展示了重庆对
外开放的成果，东南西北四向大通道也以沙盘
形式清晰呈现。

共享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危害
人类健康的背景下，本届西洽会首次设立大健
康馆，聚焦“大健康”“大数据”“大生态”，用健
康服务、妇女儿童健康、健康生活、健康养老四
大展区，来展现人们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追
求。

第三届西洽会已经开启，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商、共享、共赢，坚持开放合作，践行新发
展理念，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构建新发展格局 畅通内外双循环

西 洽 会 作 答 时 代“ 新 试 卷 ”

西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作为创新、前沿性展会，每届西洽会都要
展出不少“黑科技”。

在N6馆渝北展厅，一块“屏幕”上，一只
3D熊猫走走停停，憨态可掬。等到工作人员
暂时关闭电源后，重庆日报记者才发现，让这
只“熊猫”栩栩如生的居然并不是一块屏幕，
而是几条呈放射状分布的LED灯带。

“这是达斯琪全息智能炫屏。”工作人员
介绍，这款展品利用了人类“视觉暂留”的原
理，通过超过密度的LED灯带高速旋转成
像，以达到3D全息视觉增强、空气悬浮、全息
立体等显示效果，相比传统平面显示更具灵
活性和趣味性。

N4馆重庆机电集团展厅，一台高机动反
恐维稳应急指挥车引人注目。迷彩图案、大
号轮胎、棱角分明的线条，让人感觉霸气、安
全、可靠。这台车选用高机动防护型突击车
底盘，集成了卫星、软件无线电台、短波等多
种通信手段，实现了应急和反恐指挥图形化，
辅助决策智能化。同时，该车还具有机动灵
活、反应快速、组网灵活等特点，可提升在救
灾、反恐等应急状况下的指挥决策效能和通
信保障能力。

在北碚展厅，随着“哧——”的声音，一阵
金属灼烧味道传来。不到10秒钟，光纤激光
打标机在一块身份证大小的金属薄片上“雕
刻”出三条鱼的图案，鱼鳍和鳞片的细节都清
晰可见。相比传统打标机，这台光纤激光打
标机，可以更轻松地对高硬度、高熔点材料和
脆性材料进行标记，它产生的激光光束非常
细，“刻”下的最小线宽可以达到0.01毫米，使
其具有不损坏产品、耗材少、加工热区影响小
等优点。

江津展厅中央摆放了一台拉风的重型无
人机“驼峰500”。这台无人直升机大量采用
钛合金等先进材料，空机重量比国内外同类
机型低50％，载重能力大一倍，具有运输载
荷大、投送航程远、装载空间大、挂点丰富、
重心适应范围广等特点，尤其适合大载重、
大航程运输作业，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将广泛应用于应急消防、抢险救灾、物资运
输等领域。为了确保其能在极端环境下运
行，去年8月，“驼峰500”多次在海拔5000
米的青藏高原进行起降测试。

全息炫屏没有“屏”、应急
指挥车可靠又“聪明”

“黑科技”汇聚西洽会

本届西洽会上，有三个展馆是首次设立的，
分别是大健康产业馆、汽摩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馆。重庆日报记者探访发现，这三个馆也各
有看点。

在N7大健康馆，某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将祛
斑设备放在一个双层气球上，然后开启按钮，仅
一瞬间，内层的黑色气球破开，外层气球完好无
损，颇有“隔山打牛”的感觉。

“气球是模拟人体皮肤，这款设备能够确保
外层皮肤不受损的情况下，对内层皮肤进行手
术。”工作人员介绍。

N5馆是首次设立的汽摩馆，北京现代、宝
马、小康、福特等品牌均在此馆进行展示。

长安汽车作为重庆汽车龙头品牌，在本届西
洽会上展出了两款热度极高的车型——UNI-T
和UNI-K。其中，UNI-K因为是刚上市车型，
其出色的外形设计、内饰装潢以及综合配置，赢
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备受关注。

汽摩馆最亮眼的，当属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

中的“乔治·巴顿”。这款商务越野车如装甲车般
的外观造型，非常震撼。同时，车身的宽体设计、
装甲漆面、双层防弹玻璃与高大的身形无不彰显
着战车十足的硬派风格。在国内，乔治·巴顿的
上牌价近400万元，保有量不超过100辆，非常
稀有。

N5馆对面的N6馆，也是本届西洽会的重要
展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馆。

馆内，数块LED显示屏滚动显示洪崖洞、解
放碑、武侯祠、九眼桥等成渝两地特色建筑，同时
标有2020年来成渝两地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大事记”。
馆内还有五块大展牌，分别写着同唱一台

戏、同跑一条路、同饮一江水、同吃一味锅、同属
一张卡。每一块牌对应的元素，分别是川剧、中
欧班列（成渝号）、长江、火锅、医保异地结算。
该区域将历史文化与当地城市、经济发展相结
合，充分体现了川渝一体化发展理念，令人眼前
一亮。

“隔山打牛”祛斑、国内稀缺车型、川渝一体化理念

三个“新馆”各有看点
本届西洽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区域

展台丰富，可谓八仙过海，各有特色。
重庆作为东道主，在本届西洽会N1

馆设了重庆展区。展区有非常明显的重
庆元素，比如洪崖洞、解放碑、360度环形
立交桥、轨道穿楼等。只要迈入这个展
区，就能感受到鲜明的重庆气息。

区县展区也各有特色。在N8馆，江
北展区以白色为主基调，整体造型动感、
简约，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同时，展
区还设置了智能化灯光系统、电子沙盘、
互动智能化等演示形式。

在云阳展区，一只成人等高的迅猛龙
模型从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这只迅猛
龙背后，有云阳关于恐龙化石的介绍与记
录，展现了云阳“恐龙之都”的称号。

重庆之外，其他兄弟省区市的展区也
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作为本届西洽会的主宾省，广西展区

主要以陆海新通道为主题，详细介绍了广
西在推动通道建设、打造通道出海口所做
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同时，广西展区
还会在西洽会期间，不定时进行民族舞蹈
表演，体现广西的人文风情。

作为四川的地级市，达州展区则以
“巴山食荟”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达州的
饮食产品，也可以供观众品鉴。重庆日
报记者发现，达州展区将“食”分为几大
类，比如果蔬休闲食品、肉类食品、富硒
茶叶区，每一个区域的产品都很丰富，十
分接地气。

“一带一路”国家也不示弱。在国际
馆内，老挝、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纷
纷亮出自己的特色展品。其中，巴基斯坦
的铜器，外形华丽、精致，充满光泽又颇具
质感。据了解，铜器摆出来不到2个小
时，已有不少专业观众开始洽谈采购合作
事宜。

地标建筑、特色产业、文化风情

区域展台“八仙过海”

□本报记者 杨骏 王天翊

5月21日，第三届西洽会将在重庆国博
中心正式开幕。

在展览方面，本届西洽会共设置了8
个馆，布展面积达11万平方米，包括“一带
一路”国家、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央
企、兄弟省区市等都有布展。

今年西洽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重
庆日报记者为你打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