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地条钢”
在川基本绝迹

一三产业融合
促“绿色银行”产出最大化11 12

持续开猛药
治大凉山“深贫”

7月15日，成都市金牛区
沙湾路258号，矗立了20年的
沙湾会展中心完成最后一展
后，将告别历史舞台。

1997 年 9 月，沙湾会展
中心投用。作为成都第一个
承接国际展览的功能性建
筑，这里承办过多届西博会、
糖酒会，见证了成都会展业
飞速发展的20年。随着成都
会展中心“南迁”，沙湾会展
中心逐渐萎缩，目前仅剩下
1.8万平方米的2号馆。

而就在上月，天府新区，
展馆面积约为沙湾会展中心
10 倍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迎来首展。

其实在那一刻，代表过
去与未来的两个会展中心，
已经站在了历史的交汇点。

□魏冯 本报记者 李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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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漏洞”背后
的产业机会
□敬松 本报记者 熊筱伟

如果给全球知名软件病毒
“排座次”，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从震荡波、CIH、熊猫烧香，
到今年的“想哭”（Wannacry）。
但在手机端，我们甚至说不出一
个有相似知名度的病毒。这是否
说明手机更安全？

7 月 6 日，在蓉举行的 2017
年C3安全峰会上，亚信安全技术
团队负责人请所有与会嘉宾拿出
手机，随便打开一款地图软件，定
位显示“成都市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几秒钟后，定位突然变
为 100 多公里外的“卧龙自然保
护区”。这是利用漏洞劫持了手机
GPS信号。

“个人手机重点信息防护是
很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表示，手机上完全可能出现“想
哭”这样破坏力巨大的病毒，甚至
系统中已潜伏有类似病毒，只是
尚未造成巨大影响，没有引起重
视。

会上有不少嘉宾就如何防范
相关安全问题大声疾呼。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安全问
题，也是一个被“忽视”的产业机
会。

与会的360企业安全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信息安全产业的
风口，和IT基础设施的变化紧密
相关。如今IT基础设施正在向移
动终端、云端这两端延伸。包括手
机、手表甚至摄像头等移动终端
硬件，都会是下一步信息安全产
业的风口所在。

把握风口，需要提前布局。
“在移动端、云端，传统手段不再
奏效，需要新的安全策略。”上述
负责人建议。

去年我省信息安全产业产值
规模达290亿元，居全国第二位；
产值同比增长31.8%，连续3年保
持20%以上增速。然而，其中从事
移动终端安全的并不多。

如何在移动端的安全市场中
占得先机？前提是看到这块市场
的潜力，投入足够精力。360企业
安全集团相关负责人建议，四川
应尽力引入更多省外甚至国外企
业，“就像有高校规定本校博士不
得留校任教一样，安全产业也需
要新思路。”在他看来，只有在新
思路、新技术的不断冲击与交流
中，才不至于落后。倪光南则建议
政府在支持大企业同时，扶持一
批相关中小企业，“大批中小企业
的发展，有利于为整个产业积蓄
科技力量。”

“从模式上来说，世纪城是沙湾的
提升版，继承了同样的经营思路，在规
划上更清晰，每个板块规模更大。”李
涌说，会展场馆历经了四代变迁，从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展览馆，到上世纪
90年代的沙湾会展中心开创的会展综
合体，再到本世纪初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的升级版，再到上海虹桥会展
中心、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展馆与CBD
融为一体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西博城将有条件开创第五代展馆
模式。”

他眼中的第五代展馆，应该是会
议、展览、酒店、商务、商业、居住、文
化、旅游等多种业态的融合，是一个城
市区域的灵魂，是现代服务业的引擎。

6 月 7 日，我省重点项目、西博会
的永久会址——西博城迎来首展“第
十八届成都家具展”。这座巨“V”型建
筑总面积57万平方米，是沙湾会展中
心的10倍、世纪城的5倍多。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服务业发展处处长谢璐介绍，西博城
不只是一个展馆，从规划和定位时，就

一直在思考超越的问题。中国中西部
会展举办首选地、中国会展经济服务
先行示范区，这是目前西博城的两大
定位。谢璐认为，西博城具有得天独厚
的交通和生态条件，位于天府新区商
务区腹地，距离双流、天府两大国际机
场约半小时车程，规划 5 条地铁线交
汇，4条直达纵干线，2条有轨电车，实
现了立体交通体系的贯穿，通达性是
成都现有展馆难以达到的。另一方面，
毗邻众多生态景观，包括天府公园、鹿
溪河生态湿地、兴隆湖等，大大提升了
区域整体的生态环境条件，为会展同
商业办公、旅游业结合提供了极佳的
自然资源。

谢璐介绍，天府新区将以西博城
为支撑和起点，着力打造总部经济及

会展产业生态圈，以西博城以及各大
会议型酒店等为主要载体，引进国际
国内知名大型展会、专业展会等，打造
西博会、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等重
要会展活动。

配套会展产业集群，健全会展业
服务体系。依托西博城打造天府新区
会展产业园，这是相对主城区功能独
立的“会展经济综合区”，引进国内外
一流酒店、餐饮、商业、娱乐企业，促进
广告、策划、礼仪、搭建、物流、安保、旅
游、汽车租赁、会计、法律、审计、咨询
等专业服务机构聚集发展，实现产城
融合。

“一张白纸更能绘最美的图画。”
李涌期待，西博城能成为天府新区真
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引爆项目。

超越
继沙湾会展、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后，西博城接棒引领国内“第五
代”展馆模式，打造“会展经济综合区”

3

全国首个会展综合体告别会展业

再见 沙湾会展

7 月 1 日上午，一面“沙湾最后一
展”的橙红色展板立在 2 号馆入口。

“2017 成都特价商品交易会”在这里
举办。这一谢幕展之后，沙湾会展中心
不再承接任何展会。

不少逛展的人驻足在一张红底黑
字的海报前，读着一封告别信：“沙湾
会展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展会虽小，但
它承载的使命巨大……”

2 号馆里叫卖声、还价声此起彼
伏，音响播放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歌曲。“重磅真丝 79 元一件”“缺码
处理80元”“天然珍珠假一赔万”……
300多个展位，贴满了手写的标语，商
家卖力吆喝招揽经过的顾客。

1997 年 9 月，由美国加州集团和

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 14 亿元建
设的沙湾会展中心投用，成都会展旅
游集团负责运营。明亮大块的玻璃窗、
开阔通透的展厅，在当时四周砖混结
构居民楼的衬托下，是成都人眼里最

“洋气”的建筑之一。
来自成都会展旅游集团的数据，

沙湾会展中心迄今共举办展会620余
场，总展览面积达450万平方米；成都
国际汽车展于1998年在此创办，至今
已举办20届；糖酒会在此举办7届，后
移师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四川供货商商会秘书长张强站在
入口处，不停地用对讲机跟同事交流
着展会组织工作。张强从2003年开始
在沙湾会展中心组织展会，打拼 14
年，组织过上百次展会。1个月前，他得
知沙湾会展中心即将谢幕，决定组织

“成都特价商品展”，作为该会展中心
的封展之作。

张强更愿意把这里称为“老根据
地”。过去20年，他陪伴了沙湾会展中
心从鼎盛到饱满，再到衰落的全过程。

1997年—2004年是鼎盛期。糖酒
会、西博会等纷纷在此扎营，年均开设

100场主题展会，日均人流量最高达2
万人次。

2005年-2008年是饱满期。随着
成都会展业壮大，其硬件设施短板显
现，难以容得下大展会。

2009年进入衰落期。展馆规模从
5.5 万平方米缩至 1.8 万平方米；场次
从年均100场到年均10场；主题从过
去无所不包到以月饼节、粽子节等节
庆活动为主。

一个卖真皮凉席的展位，罗女士
刚卖出价值千元的凉席。她的“沙湾展
龄”达10年，“2008年，我扛着真皮凉
席，挤在一个3.3平方米最小的展位；
如今，真皮凉席从单色换成彩色，展位
比最初扩大了4倍。”

“1997 年沙湾会展中心开幕，当
时挤都挤不进去，1层到3层全部塞满
了人。”71岁的李奶奶，记忆还停留在
当时的盛况，眼前却是空荡荡的 2 层
和3层。她手里攥着刚买的青川笋片，

“听说这里要拆了，我专程来看最后一
眼。”

沙湾会展中心也曾想过“重生”。3
年前对部分硬件设施进行修复，也试

图原地扩建，但困难重重。张强分析，
扩建展馆会引发系列问题——沙湾地
处中心城区，办大型展会，交通疏导难
以解决。

下午 5 点，老人们提着大包小包
的“战利品”离开会场。练了多年书法
的刘大爷没有逛展，而是写了一幅字
——“再见，沙湾会展，您的明天会更
好！”双手把字幅拿在胸前，在入口处
站了很久。

7 月 1 日，成都沙湾会展中心，市
民刘大爷展示自己手书的祝福。

王俊 摄（视觉四川）

告别
参展商见证沙湾会展从鼎盛到衰

落，谢幕之展汇聚老成都们的情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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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金牛区人北中央商务区
透露，未来，沙湾会展中心原址将通过
企业自主改造的形式进行提升打造，
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集多种消费体
验于一体的商业中心。

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李
涌，曾经多年担任沙湾会展中心行政
总裁，他认为，沙湾会展中心在全国会
展业展馆发展历程上将留下重重一笔。

第一代会展场馆，是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修建在城市中心的展览馆，多
是苏联式建筑，用于文化商品类展示。
沙湾会展中心出现前，成都的展会集

中在省展览馆和成都体育中心。沙湾
会展中心首先从场馆上有了飞跃，会
议中心同加州酒店连为一体，国宴厅、
金色歌剧院格外气派。李涌回忆，沙湾
会展中心投用后第三年，他们发现，会
展跟旅游一样有淡旺季，开糖酒会的
时候人气爆棚，车想进都进来不了；而
不开展会的时候，则冷冷清清，半天没
有一辆车。“一年大型展会就那么几
次，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让淡季不
淡。”

1999年开始，他们将城市商业副
中心的功能引入沙湾会展，120天时间
开业12个项目，包括超市、百货、影城、
电玩、顺兴老茶馆等各种业态。将沙湾
会展中心升级成了会展综合体。这在全
国会展业是首创。“调整业态第二年，营
业收入就实现翻番，全国各地都来参观
学习，我们的模式后来到处开花。”

场馆设施在当时看来大气，但沙
湾会展中心多年来与“卖吼货”相连，专
业性展会与具有计划经济时代订货会

色彩的展会并存。
43岁的江琴是沙湾会展中心元老

级的展商，20年间一直在此摆摊做杭
州丝绸服装生意。很多老客户都向她
抛出同一个问题——“展馆拆了，我们
去哪里买衣服？”她决定在近期开通微
信公众号，做微商。

扎根沙湾 14 年的张强将把重心
移到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2010年
他开始尝试进入世纪城，“四川新春年
货购物节”之前在沙湾，参会的国际展
商为零；移师世纪城后，来了 40 个国
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和客户。

成都国际车展组委会项目总监王
渝陪伴国际车展由小到大。“1998年在
沙湾办展时，展车仅有80台，观展人数
9.8万人次。”王渝说，一开始参展主体
以经销商为主，消费者不知展会为何
物，仅考虑如何在展会上买到价廉物美
的商品。进入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的
国际车展，参展主体开始从经销商转变
成厂商。展会公司注入“国际”和“互动”

元素。比如，鼓励厂商将用户体验与新
技术相结合，从只能“看车”到“试驾”，
增加用户与展商间的互动。在这些转变
下，参展体量发生巨变，2016年，展车
1380台，观展人数65万人次。

专业化，王渝认为这是未来会展
业发展的趋势。“专业性展会，有明确的
主题和定位，对参展商和采购商有更强
的吸引力；综合性展会为适应客户需
求，逐渐向专业性展会发展，如分时段
设置不同交易主题。”与展会专业化同
步的是机构的专业化，市场细分明显，
招商、主题设计、项目策划、现场管理、
品牌营销等，展览公司不拥有场馆，场
地公司本身不经营会展。最后是人才的
专业化，项目策划、营销和运营等会展
核心人才，需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李涌认为，展会所搭建的国际化
平台将越来越重要。“参展商30%以上
来自境外，就可称为国际展，从目前专
业展的发展趋势看国际化是未来方
向。”

转型
沙湾会展中心曾在国内开创会展

综合体模式，去会展功能后将变身商
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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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城沙湾会展中心

建筑总面积57万平方米 是沙湾会展中心的 10倍 世纪城的5倍多

年均开设100场主
题展会，日均人流
量最高达2万人次

鼎盛期

1997年—2004年

硬件设施短板显
现，难以容得下大
展会

饱满期

2005年—2008年

规模从5.5万平方米缩至
1.8万平方米；场次从年均
100场缩减到年均10场

衰落期

2009年起
开创中国第五代会展展馆模式

Administrator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