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1 国际合作展区、重庆综合展厅
包含主宾国匈牙利、乌拉圭，上合组织成员国，驻

成渝两地使领馆国家等展厅，诸多特色产品、互动活
动、文化交流将在此上演。

重庆综合展厅也在N1馆，集中展示重庆积极服务
和助推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成果。

N3 跨国公司展区
跨国公司的展区在N3馆，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国

家能源集团、中国中铁、航天科技、中国邮政集团、中国
铁建、招商局集团、中国保利等企业，诸多前沿产品将
在这里展出。

N5、N7、N8 魅力西部合作展区、知名企业展区
这3个展馆包括重庆各个区县展厅，开放平台展

厅，以及南充、内江、泸州、凉山、广安、达州、巴中、昌都
等环渝城市展厅。

N2 区域合作展区
包括主宾省四川省、

贵州省、陕西省的展厅，以及
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山东省、
浙江省、江苏省、青海省等省市的展厅。

N4、N6 央企国企展区、民企百强展厅
知名企业展区、区域合作展区

央企、国企、知名企业等展厅则分布在
这两个馆，包括中国兵装、航天科工、南方电
网、中国盐业、中国中冶、中国太平保险、中
国航油、中国中车、中国通号、中国冶金、现
代汽车、长安汽车、庆铃汽车、小康工业、“一
带一路”智能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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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西洽会展览总面积约为

11万平方米。

11万

8个 本届西洽会共有8个主题

展区，分别为魅力西部合作展区、
国际合作展区、陆海新通道合作展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区、区域合作
展区、跨国公司展区、央企国企展
区、知名民企展区等八大主题展区。

95个
4000余家
7万 据执委会初步统计，届时，将

有9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
余家企业、7万境内外嘉宾参

展参会。

国际合作展区（简称“国际馆”）位于N1馆，展览面
积逾1800平方米，共计19个国家参展。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国际馆入口以国际蓝、一带
一路为设计元素，取“一带一路”蜿蜒曲折之形，将参
展国家分布于“丝路”两侧，展现“一带一路”经贸繁盛
景象。

国际馆整体划分为三个展区：主宾国展区、上合组
织展区和其他国家展区。参展国家包括主宾国匈牙
利、乌拉圭，上合组织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以及肯尼亚、意大利、澳大利亚等与我国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的国家。
国际馆集聚国际优质资源，重点展示主宾国的经

贸环境、商贸精品、旅游文化，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国家的代表性产业、特色商品、主题旅游文化项
目等。

匈牙利展区分为国家形象+企业展区、旅游体验
馆和桌式足球展馆三大板块，主要介绍匈牙利国家概
况及优势产业、匈牙利与重庆近年来的合作往来等。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展区现场共有40余家企业参
展，展示食品和饮料、创新、生物技术、投资、地产等5

个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特色产品。同时，匈牙利还将经
典桌式足球比赛带到现场，并配备专业教练进行培
训、解说，还将举办旅游景点打卡、抽奖、品酒会、民俗
表演等互动活动。

乌拉圭展区则围绕乌拉圭国家形象、特色产业、
节日文化、旅游文化，与重庆合作案例等，重点介绍乌
拉圭可持续和天然的食物生产方法，以及丰富的自然
资源。

上合组织展区采用整体打造方式，布展设计类似
“高铁旅行”。

记者看到，该展区入口处设置有火车头造型和一
面上合鼓，接着是列车段造型的国家形象展示区。“火
车窗口”的显示器将播放视频，介绍11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经济等信息。商品展示区则以集市的形式呈现，
展示丝绸、鱼子酱、蜂蜜等特色产品。最后是以火车站
候车厅氛围打造的商务洽谈区，用于培训、演讲、商务

会议及企业业务洽谈。
其他国家展区，有6个国家布置了特色展览。
越南展区设计中融入了特色文化、旅游等元素，

重点展示越南特色资源和农产品；肯尼亚展区通过
“非洲五霸”，展示肯尼亚丰富的野生动物、多彩的部
落文化和多变的地貌，参观者可在此合照打卡，现场
还将提供签证咨询、定制旅游、当地特产等服务；老
挝展区重点介绍老中两国的经贸往来成果，老挝旅
游资源，展品有老挝珍贵红木家具和工艺品，手工刺
绣丝绸、生态绿色农产品等特色产品；意大利展区主
要展示食品、工业和设计，包括橄榄油、红酒、丝巾
等特色产品；日本展区主要展示日本企业商品与服
务，展区内将为观展市民免费提供“浴衣”的试穿体
验活动；澳大利亚展区主要展示澳大利亚智能家
居、澳洲电梯制造与职业教育、旅游贸易、自主研发
保健品等。

本届西洽会，重庆所有区县都将在展会上亮相，
分设在N5、N7、N8三个展馆。

渝中区展台位于N8馆，面积为575平方米。该展
台以“重庆母城、美丽渝中”为主题，不仅展现解放碑、
朝天门、湖广会馆、十八梯、白象街、鲁祖庙等市民熟悉
的“老重庆元素”，还展现大坪商圈、鹅岭贰厂文创公
园、“链岛”、化龙桥国际商务区等重点经济发展区域。

兄弟省区市的展台也显得诚意十足。
贵州作为本届“西洽会”主宾省，其展台位于N2

馆，也是整个展馆面积最大的展台。记者现场看到，
该展台上方布置了半个“地球”，像眼睛一般俯视展

台，十分引人注意。
贵州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一造型设计，源于“中

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同时，它
也是贵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是贵州的名片之一。

在N6馆，首次参加“西洽会”的四川会理县几乎
把整个“城区”都搬来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会理县展台放置了一个巨大的
沙盘，清晰展现会理县的全貌，里面有会理古城、城市
区域、交通、机场、康养中心、仙人湖等等。据介绍，这
个沙盘共有40平方米，展现了会理县19.4平方公里
的全部城市用地区域。

N8馆，“老重庆元素”让你耳熟能详
N2馆，去贵州展台近距离看“天眼”

西洽会是一场商业洽谈展会，但也少不了“黑科
技”现身展场。

合川区展台摆放了一架自动钢琴。这架钢琴能够
根据旋律自动演奏。生产厂家负责人介绍，这样的琴，
不仅能用于演奏，还能用于学习。每个人弹奏时，它都
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回放。弹奏者便可以观察自己弹
琴时的节奏、按键是否准确等。

本届西洽会，两江新区亮出强大阵容，汽车、电子、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五大行业集中参展。其
中，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系统公司展出了两款最新智
能产品：低功耗智慧桌牌，用几年才充一次电，今后将

替代大小会议上的塑料纸质桌牌，是高质量发展的“帮
手”；BOE画屏S2，是新型的智能电子画框，搭载有人
工智能语音模块，能够实现画作与用户之间的立体交
互，是高品质生活的“伴侣”。

九龙坡区与重庆高新区的联合展台中央成列的单
兵无人机科技感十足。据介绍，这款无人机可广泛用
于环境勘查、施工巡检、警用侦查、桥梁勘测、火山监
控、消防抢救和海上巡查、应急救援等领域。

除此之外，九龙坡区与重庆高新区联合展台还一
口气展出了八款芯片，涉及高速USB控制、智慧快速充
电、智能识别等领域，尽显科技范。

53场 本届“西洽会”将举办53场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投资贸易和
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重大活动

和主题活动14项、“一带一路”

系列活动8项、主宾国、主宾省

系列活动11项和专题经贸活动

20项。

N1馆：19个国家亮相国际合作展区
匈牙利将经典桌式足球比赛带到现场

西洽会明日开幕 这份攻略带你畅游8大展区

数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到2018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7万亿

元增加到18.4万亿元，经

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的占比上

升到20.5%，GDP增速及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18.4万亿

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2 万亿元，外贸进出口突破

5000 亿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100亿美元以上，外商直

接投资（FDI）增长43.8%，位

列中西部第一。

5000亿

第二届“西洽会”主要活动
时 间

15日活动
08∶45-15∶30

16日活动
09∶00-09∶50
09∶50-12∶00

11∶20

12∶00-12∶30

12∶25-12∶35
13∶00-13∶30
13∶00-17∶00
13∶30-17∶30
14∶00-17∶30
14∶00-18∶00
14∶30-16∶00
14∶00-19∶00
14∶00-18∶00
14∶00-17∶00
14∶00-16∶00
15∶00-17∶00
15∶00-16∶35

下午

17日活动
10∶00-17∶30

09∶00-11∶30

10∶00-11∶30
10∶30-12∶00
14∶00-18∶00
14∶30-17∶30

16∶00

活动名称

“未来建设·建设未来”2019渝港城市建设论坛

开幕式暨重大项目签约
西部开放高峰会

合川区招商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重庆 广西 贵州 甘肃 青海 新疆 云南 宁夏 陕西
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签约仪式

重庆-陕西合作签约仪式
匈牙利开馆仪式

平安集团（重金所）智慧国资产品发布会
巴南区投资推介会

中匈温泉产业合作高峰论坛
肯尼亚经贸推介会

2019“央企重庆行”主题活动
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重庆峰会
“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

中国（重庆）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陕西省经贸推介会
一般项目签约仪式

2019多彩贵州夏季避暑旅游启动仪式
乌拉圭当代艺术展

2019中国（西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与贸易对接会

匈牙利旅游智能化升级
交流促进会暨BFTK & AIWTC合作签约仪式

贵州省大健康医养产业招商对接会
贵州省农业产业招商对接会

贵州省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对接会暨招商项目发布会
大凉山（安宁河谷）2019文旅康养招商推介会

裴多菲·山道尔及爱人森黛莉·茱莉亚雕塑动土仪式

去本届西洽会现场，最好选择公共交通。
为此，重庆日报记者梳理了交通线路指南。

A、五条公交线路直达重庆国博中心
572路：起点是同兴工业园，到悦来耗时约

40分钟，中途经停蔡家管委会、嘉德大道1站、
张家桥、同熙路中段、同熙路后段、蔡家岗立交、
金科城、嘉悦大桥、博览中心南、博览中心广场、
博览中心北。

965路：起点是万寿福居，到悦来耗时约45
分钟，中途经停新湾、进士、中林湾、中科院、和
源家园、思源、沙湾、东岳、太山、马鞍山、颜家
湾、悦来小学、博览中心北、博览中心广场、博览
中心南。

635路：起点是花朝小区，到悦来耗时约26
分钟，中途经停悦来会展公园、博览中心南、博览
中心广场、博览中心北、博览中心停车场、悦来。

685路：起点是两路城南，到悦来耗时约
1 小时，中途经停轨道碧津站、金港国际、渝航
园、双凤路、开元、渝北汉渝路、石油基地、渝航
商场、天灯堡、观音岩路、渝北观音岩、渝北西
区、同茂大道东段、同茂大道天晋、中央公园东、
中央公园西、轨道中央公园西站、博览中心北。

博览中心专线：起点是鸳鸯，到悦来耗时约
35分钟，中途经停轨道鸳鸯站、园博园东、园博园
正门、博览中心南、博览中心广场、博览中心北。

B、轨道交通
可乘轨道交通6号线国博线在“国博中心

站”下车。
可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在“悦来站”下

车，从1号口出站步行约500米就可到达国博中
心，步行时间大约需要8分钟。

当然，轨道交通6号线国博线与轨道交通
10号线在悦来站可以换乘，悦来站和国博中心
站仅有1站之邻。

C、重庆国博中心场馆间摆渡车循环运行
西洽会期间，国博中心还将开行摆渡车，在

国博中心场馆循环运行。摆渡车分别停靠南登
录厅、北登录厅以及各路口。

西洽会怎么去？
这里有份交通指南

明日，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本届西洽会展览总面积11万平方米，特装展位比例超过98%，是全国展
会特装面积最大的展览会之一。展会共有八大主题展区，分为魅力西部合
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陆海新通道合作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区、区域
合作展区、跨国公司展区、央企国企展区、知名企业展区。其中，陆海新通
道合作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区是首次在西洽会亮相。

本届“西洽会”上有什么值得一逛？5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到国博中
心进行了打探。

N3馆，三角钢琴能自动弹奏
N5馆，智慧桌牌几年才充一次电

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上，智能化服务也是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5月
14日，记者提前体验了一次智能化逛展。

现场观展可智能办理证件

前来参展的观众有6种方式可以提前进行
注册，除了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还可以通过户外
广告、注册H5、今日头条以及抖音等多种官方
平台在线注册。

为了方便观众现场临时注册，现场还设置
了自助机器和人工办理台。普通观众可以通过
身份证信息+手机号在自助机上进行注册，获
取电子码。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进行了体验。只需要通
过手机扫描二维码，便会弹出相应页面。根据页
面要求，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后，便可得到“西
洽会”电子票。获得电子票的市民，在入口闸机
处扫描二维码，通过人像识别，便可进入展会。

若没带手机的观众可以在自助机上扫描身
份证，打印临时参观证件。既没带手机，也没带
身份证的观众，也不用着急，可以在人工办理台，
提供军官证、学生证、护照、驾驶证、老年证等其
他证件，工作人员将会现场打印临时参观证件。

北登录厅门口有信息索引

不知道展馆分布？也不知道各展馆有什么

企业、区域布展？都没关系，在北登录厅门口，
便有信息索引，帮助市民更轻松地逛展馆。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信息索引有两
个部分。一个是整个国博中心的情况图，包括
南北两个展区、会议中心、停车场等位置；另一
个是本届西洽会的具体展馆分布图，以及每一
个展馆的布展详细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登录厅门口，有免费的
寄存柜。市民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将自
己的包寄存在柜子里。

智能导航方便引导

不仅如此，为了方便现场观众能更快到达
现场以及更精确地逛展，执委会还提供了智能
化导航系统。

参展嘉宾及观众可用手机通过该系统实现
智能、精准定位导航，包括参观展览、出席会议
活动、停取车辆、接送客商等。

展会期间，展商和观众可以通过室内导航
系统实现馆间导航和馆内导航。输入目的地
获得步程规划线路，2D、3D可任意切换，还有
伴程语音跟随。另外，展商可以点亮展位，并
精准推送展品和活动信息，吸引更多的观众和
合作伙伴到达展台。展会结束后，展商还可
以获得热力图、展流量监测、数据波动分析等
报告。

这些智能化服务
让你轻松逛西洽会

在5月15日至19日西洽会举办期间，为确
保会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将对载货汽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
施，并加强车辆通行秩序管理。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如下：
5 月 15 日 14∶00—22∶00、5 月 16 日

7∶00—18∶00，禁止载货汽车驶入以下道路：
两江新区金山大道、金兴大道，渝北区国博大
道、悦来大道、悦来滨江路、同茂大道（秋成大道
路口至悦来滨江路），北碚区中环快速干道（蔡
家岗立交至嘉悦大桥）；

5月17日至19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
据交通运行实际，对载货汽车通行上述道路采
取时段性交通管控措施。

西洽会期间国博中心周边
将临时交通管制

（本组稿件由首席记者陈钧，记者杨骏、杨艺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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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截至15日）

数据来源：西洽会执委会

（西洽会执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