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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博会吸引
了众多国内
外客商

展位号：E812

可撕咬可水洗的可爱布书

龙昌智能机器人
本版图片均由东莞时报记者 陈栋 摄

VR 体验

小童模展示新款童装

展位号：B706

“巧儿宜”
全线产品最低五折
连续多年参展的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
公司，公司收购了英国品牌巧儿宜（JOIE）和荷
兰品牌 NUNA。公司华南区大区销售经理许丁旺
表示，他们已经进入了“三同”产品名单，这两大品
牌在国内外同步销售，所执行的是同一个生产标准。全
线产品都会有折扣，最低五折。需要提醒的是，基本上每款产
品不同颜色都只有一个，购买的时候不要犹豫，说不定转个身
就卖掉了。
价格：各类产品最低五折

加博会开幕
预计迎逾 2 万名专业采购商

位于茶山展区的玩乐童话带来了自己的主推
产品——布书。据介绍，这是一家主打 0-3 岁婴
幼儿玩具、早教产品的公司，其产品多以布艺、毛
绒、塑胶材质为主，
“我们的布书不怕撕，不怕啃，
易于清洗、折叠，无毒环保。”工作人员介绍道。
记者在展架上看到，这些布书目前有 12 款，颜色
鲜艳，卡通图案设计也是萌萌哒。封面和封底均
有响纸，容易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内容多以英文
为主，
多个不同场景设置，
乐趣多多。
不过，玩乐童话展区上的布书、玩具在本次加博会
上 不 销 售 ，有 意 购 买 的 市 民 可 以 到 他 们 Jolly
baby 天猫旗舰店淘一淘。
价格：约 28-32 元

前八届加博会累计成交额近 6000 亿元
展位号：F936
展会现场，
几位靓女展
示新款手机

东莞时报记者 张欣仪

昨 日 上 午 ，2017 中 国
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简称
“加博会”)在东莞开幕。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广东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贻伟，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支陆逊，
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
广东省口岸办主
任、商务厅副厅长吴军，
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吕业升，
东莞市政协主席姚康，
以及部分省（市、自治区）商
务主管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家级商协会领导同志、香港、
澳门特区政府有关机构负责人等 1000 多名中外嘉宾出席
开馆仪式。开馆仪式前，
王荣等一行前往展馆现场调研。
本届加博会继续坚持“一个主题展 + 六大专业展”
的办展模式，聚焦创新发展、突出工业设计、名企名品荟
萃，展览面积达 6 万平方米，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15 个省
（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 859 家企业参展，预计到会
的专业采购商将超过 2 万名，其中包括两成国际买家。此
外，今年展会还安排了世界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产业大
会等 17 场与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息息相关的配套活动。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在开馆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加
博会是我国唯一的服务于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国家级展
会，创办九年来，
在推动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拓展企业国际
国内市场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
前八届加博
会累计促成成交金额近 6000 亿元，
一大批加工贸易企业依
托加博会走上了自主品牌营销的道路。总体来看，
今年加博
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五个凸显”
：
一是名企名品荟萃，
创新
发展成果凸显；
二是海内外买家激增，
国际影响力凸显；
三是
配套活动丰富，
以会促展作用凸显；
四是转移承接积极，
协调
发展主题凸显；
五是服务功能完善，
专业化水平凸显。
东莞市委书记吕业升表示，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
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东莞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然
要求。东莞将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试验为重要
契机和使命担当，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促进机
制，切实发挥好加博会的平台作用，推动更多加工贸易企
业创新转型，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为广东乃至全国
探索有益经验，作出应有贡献、提供有力支撑。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各种形式的采购对接会、行业交
流会、商机推介会等，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向全球
价值链高端跃升，助力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为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更大贡献。

可定制的真皮童鞋
柏世通童鞋这次带来上百款童鞋，适合 0-15 岁儿童。由
于该公司主要做外销产品，因此鞋子的设计比较偏欧式、偏
重，
款式设计潮流不俗，
可选择性多。
值得一提的是，柏世通童鞋可以现场私人定制，制作完后
会邮寄回给顾客。周六当天还会拿出部分旧款
的鞋子清货，50 多块就可以买到真皮童鞋。
价格：110-120 元

/ 听什么？/
世界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产业大会举行

移动终端界大佬掀头脑风暴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张欣仪） 2017 世
界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产业大会昨日举行。
2017 加博会秘书处执行秘书长、东莞
市副市长黄庆辉说，2016 年东莞智能手机
出货量为 3.02 亿台，同比增长 24.9%，约占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14.7 亿台的 20.5%，
相
当于全球每 5 部手机就有 1 部出自东莞。
可以说，
东莞已成为业界公认的国内乃至全
球最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之一。
目前全球知名的华为、OPPO、VIVO
等知名品牌手机均产自东莞，此外，东莞还
拥有宇龙、金铭、金卓等国内知名品牌企
业，华贝电子、航天电子等大型整机代工企
业，以及三星视界、迈科、海科泰、劲胜精密
等一批配套企业，
“品牌+代工+配套”的产
业生态模式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环境日益
优化，
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显著增强。

在东莞，由于智能手机及配套产业的
蓬勃发展，就吸引了 VR 终端、可穿戴设
备、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的聚集，成为新
的行业发展趋势。仅在东莞的松山湖科技
产业园，72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了 150
多家机器人制造企业。
昨日产业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
贺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
乔跃山、美国 WorldViz 副总裁及首席运
营官 ToDDHartwig（托德 哈特维格）、华
为 终 端 公 司 手 机 产 品 线 副 总 裁 Shawn
Sheng、台湾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资深
产业顾问及资深总监陈子昂等专家和行业
领军人物都发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世
界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产业发展报告》。
此次大会时间持续一天半，今天还将
举行圆桌会议及相关技术论坛。

/ 买什么？/
十二家企业携
“三同”产品参展

不出国门就可购买出口品质产品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张欣仪）今年加博
会推出新亮点，首次设消费品
“同线同标同
质”
产品专区。“同线同标同质”
简称
“三同”
，
是指
“企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
按照相同的标
准生产出口和内销产品，
使供应国内市场和
供应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准。
东莞第一批消费品
“三同”工程试点的
企业里，有 12 家参加了此次加博会，其中
知名企业有东莞美驰图实业有限公司、明
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东莞龙昌玩

这么多好东西有优惠
明天扫货记得带身份证

具有限公司、东莞市智乐堡儿童玩具有限
公司、东莞英德玩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等。而“三同”产品专区涉及玩具、汽车安
全座椅、奶瓶等 92 款产品。
除了在加博会了解
“三同”
产品外，
消费
者还可以登录东莞消费品
“三同”
工程公共服
务平台（cptxtbtz.dgjsfw.cn），查询
“三同”
企业及
“三同”
产品，
通过搜索相应的网店或
者登陆广货商城
“三同”
产品交易专区，
就可
以买到跟国外产品质量一模一样的商品。

展位：F643

极限运动首选的缓冲鞋垫

东莞时报记者 张欣仪 石美莹 付碧强

进入加博会时间，这个不少市民称为“最值得购买”的展
会，展出了省内有雄厚实力的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英国的安
全椅，最新研发出来的缓冲鞋垫，适合婴儿看的儿童布书，神
奇的厨房滤油汤勺......好产品数不过来，想要逛展先看看我
们的推荐吧！
需要提醒的是，不管有没有预约登记入场，明天参展
市民仍需要携带身份证入场。开馆的时间是上午 9：
00，下午 5：00 闭馆。

“用上这款鞋垫，玩滑板的人可以大胆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
来，防缓冲效果特别好。”来自佛山的 ACF 实验室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罗伟东告诉记者，这也是公司最新研发出来的产品，采用了 ACF 缓
冲材料，在结合人体脚的形状进行不同材质的设计，使得缓冲效果达
到最高。这款鞋垫非常适合户外运动爱好者，在市民开放日他们的
产品也将优惠给大家，原价 198 元一双的，可以打六折。
价格：打六折

展位号：B750

能充电的太阳能骑行包
展位：A135

神奇的滤油汤勺
不少人在安微露珠日用品研发有限公司的展位
前围观，工作人员方瑞胜正在演示油汤分离勺的神
奇效果。油汤分离勺专利持有者方瑞胜说，他的发
明灵感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这种勺子设计简单，外表和普通的勺子很是相
同，区别在于，勺体的弧度设计。在勺体的
特定位置有一个小圆孔，这个特殊的小孔
可以过滤
浮油。
这款方便厨房使
用的产品，价格也
不贵呢，真是生活
小帮手。
价格：60 元

“这是一款太阳能骑行包，背包外侧一块高
效太阳能板，可以边骑小黄车，边给手机充电”，
深圳市博亮天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务简巧说。
太阳能板背面有一个 USB 接口，可以为手机、
ipad、移动电源灯 USB 输出的电子产品接充电，
广泛适用于上班、出差旅游、露营等户外活动。
“这种包是防水的，平常售价 400 多，加博会上购
买有优惠的。”简巧说。
价格：400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