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娘子”直播“大雁塔”吸睛

走进杭州国际博览中心3楼的D
场馆，陕西综合展区的大门正上方便
是一个大大的“秦”字，两个兵马俑手
捧茶碗一左一右站在展区门口，向过
往客商展示着“山水大秦岭，陕茶传
千年”的陕西茶文化。

在展区内，来自陕西西安的白娘
子模仿达人网红叶心愿正在通过手机
直播，向自己的粉丝推介陕茶品牌。
叶心愿告诉记者，当天的直播间在线
观看的人数超过12万人次，许多粉丝
都对陕茶的种植、气候、土壤以及品质

点赞。之后她还将带着陕茶品牌产品
走进西湖边雷峰塔，来一场白娘子与
雷峰塔的再会，并现场与杭州市民交
流互动，邀请大家品鉴陕茶。

“看，这个茯茶真有意思，是大雁
塔的样子。”在陕西大唐茯茶有限公
司的展位上，用茯茶制作而成的“大
雁塔”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总经理雨
禅介绍，这个“迷你大雁塔”高 27厘
米，利用3D技术按照大雁塔的真实比
例缩小制成，在发挥茯茶饮用价值的
同时，增加了其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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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丝博会于 5月 11
日开幕，为期 5天。来自哈萨
克斯坦、哥伦比亚、斯里兰卡、
日本、秘鲁、韩国、突尼斯、意大
利等 6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团、企业团、商协会、参展商共
计 1762人参加本届丝博会。
其中参会政要共53人，驻华使
节17人。26个中央机关、国家
部委和中央企业负责人以及全
国 31个省区市政府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出席本届丝
博会。

俄罗斯、柬埔寨、韩国、日
本、美国、英国、泰国、德国、乌
克兰等 25个国家 200余家境
外企业以及国内 23个省区市
共2000余家企业参展，中国电
信、中铁等 10余家央企参展，
展销展示各类特色产品2万余
种。会期，举办了主旨论坛、
重要会议、投资促进活动等65
项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此外，
大会还配套举办了文化、旅
游、艺术、美食等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促进了陕西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国内
省区市之间的广泛交流合
作。安保、交通、接待、餐饮等
部门实施精细化管理措施，有
力保障了本届丝博会安全有
序、圆满成功。

据统计，共有 200余家境
外和中央、省级媒体，900多名
记者参会报道丝博会，到 5月
15日8时，“在线丝博会”网站
点击量 198万次；参会人数累
计达到25万人次，吸引了10.5
万余名专业观众参观洽谈。

参会人数累计2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文晨）5月15日下
午，陕西茶叶品牌（杭州）推介会在第
三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举行，向来自
全国的客商推介陕茶品牌，并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茶
叶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达成合作协议，
借智借技推动陕茶转型升级。

会上，汉中、安康、咸阳等地分别
推介了当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東”
牌汉中仙毫，“陕茶一号”“泾渭茯茶”
等陕茶一一亮相。

签约仪式上，镇巴县农业农村局
与福建天龙茶业有限公司茶树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招商合同，签约金
额 1000万元，陕西大唐茯茶有限公
司与浙江大学签订茯茶科技与销售
合作协议，签约金额 500万元，紫阳
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签订县所科技帮扶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了解到，展会期间，陕西还
将举办“泾河新城·泾阳茯茶公共品
牌专场推介会”“安康富硒茶暨紫阳
富硒茶专场招商推介会”“镇巴县高
山绿色富硒茶推介会”等专场品牌推
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文锦）5月15
日下午，西安市发布本届丝博
会西安代表团成果。一批投资
规模大、发展前景好的项目落
户，招商引资取得丰硕成果。
经统计，西安代表团共签约合
同 项 目 458 个 ，总 投 资 额
8090.41亿元。

其中，内资合同项目 439
个，总投资额7548.30亿元；外
资合同项目 19个，总投资额
79.47亿美元。按产业划分，工
业 类 项 目 145 个 ，投 资 额
1751.6亿元；互联网新经济类
项目 22个，投资额 250.65亿
元；金融及商务服务业类项目
75个，投资额1594亿元；文化
产业类项目20个，投资额95亿

元；现代服务业类项目186个，
投资额3815亿元；其他类项目
10个，投资额584.16亿元。

本次丝博会，西安代表团
共邀请到 50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国内外重要客商1120人，其
中境外客商207人。古巴驻华
大使、圭亚那驻华大使、克罗地
亚驻华大使等多国政要出席；
中核集团、中电建集团、华为中
国、百度、阿里等国内知名企业
代表与会。

在布展上，紧扣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定
位，重点围绕高新技术产业、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
化旅游业“3+1”万亿级产业，
全面有效展示西安市硬科技、

新经济、军民融合等领域的发
展成果。同时，在展区内普遍
应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
手段营造趣味互动的空间效
果，凸显现代感、科技感，将西
安市“3+1万亿级产业”“硬科
技之都”“新经济之城”及国际
化大都市新 IP，立体、形象地
展示给世界。

丝博会期间，西安代表团
举办了“共享丝路机遇共创西
部未来”——西安市投资环境
推介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2019对话美国硅谷科创企业、
中日卫生健康产业合作恳谈
会、第四届丝博会西安国企之
家经贸创新合作论坛等一系列
活动。

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开幕

“白娘子”直播
“大雁塔”吸睛第四届丝博会圆满闭幕

累计25万人次参会 2000余家企业参展

陕茶品牌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西安签约458个项目

5月15日，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
谈会成果发布会召开，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幕后
举办的一次重要国际展会，大会围绕“新时代·新格局·新发展”主题，组织各方
开展对接交流，有力促进了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为各方开展贸易、投资兴业
创造了新机会，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开幕式当天，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新时代孕育着互联互
通的巨大机遇，新格局拓展了
交流合作的广阔空间，新发展
激发了要素流动的强劲动力，
必将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推动
高质量发展。会期，首次举办

的“一带一路”减贫国际合作论
坛，配合论坛，专门设置了“一
带一路”减贫国际合作论坛陕
西扶贫成果展，全省各地的扶
贫特色产品齐聚一堂，集中展
示了我省特色扶贫产品和脱贫
致富成果，向世界展现陕西精
准扶贫好的做法。会期还成立

了“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合
作联盟，16所省内高校与俄罗
斯、日本、韩国、乌克兰、哈萨克
斯坦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5
所高校共签订了 31项校际合
作协议。陕西省与柬埔寨暹粒
省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
书。 本报记者张维

陕西精准扶贫好做法向世界展现

主宾国主题洽谈活动成果丰硕

本届丝博会，担任主宾国
的俄罗斯和柬埔寨，与陕西歌
舞剧院的近百名艺术家，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和西安市
民献上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异
域风情的文化盛宴。旨在以
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
果为目标，配合中俄地方合作
交流年、中柬文化旅游年等活
动，以“政府对话、企业合作、
民间交流、友城互动”为框架，
组织举办经贸、人文、科技、制
造、物流等多个领域的主宾国
主题洽谈活动，取得了丰硕
成果。

在教育方面，长安大学、西
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

石油大学等分别与俄罗斯签订
了合作协议。会期，还签署了
中柬烟草生产加工园区建设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柬、泰共
建东盟（东方）文化风情园曁君
子国际中学战略合作协议，泰
国 — 柬埔寨石油化工产业园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柬埔寨(西
安)商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
中国长青集团公司投资合作协
议书。

本届丝博会，我省各市区
共举办了 29场投资贸易促进
活动，在2000多个项目中分两
批推出 421个重点推介项目，
总投资8395亿元，涉及现代农
业、装备制造、能源化工、轻纺

食品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础设施、节能环保、服务业、文
化旅游 9大类，西安高新区与
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及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5G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华软
件股份公司投资约 30亿元建
设“东华丝路总部”、土耳其

“一带一路”进口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西安—努尔苏丹双创园
丝路驿站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
签约。

会展期间共举办三场集
中签约，签订合同项目 65个，
总投资 1151.09亿元，涉及教
育、医疗、现代农业、智能制造
等多个领域。

5月15日上午，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茶博会以“茶
和世界，共享发展”为主题，展示展销面积约7万平方米，标准展位
3125个，参展企业1500多家。其中，茶叶、咖啡及衍生产品展位
2793个，茶包装、茶机械、茶科技与创意展位332个。陕西省农业农
村厅组织了25家名优茶企组团参展，以“山水大秦岭陕茶传千年”为
主题，集中展示我省茶产业发展成就，向国内外客商推介陕茶品牌。

参观者在一家展商的展台选购普洱茶 新华社发

此次陕西的参展茶企分别来自
汉中、安康、商洛、西安、咸阳主产区，
突出“汉中仙毫、安康富硒茶、秦岭泉
茗、泾阳茯茶”四大茶叶区域公用品
牌。其中，综合展区的18家茶企通过
自己的品牌展示，让更多人了解陕
茶、爱上陕茶。

“这次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参加
茶博会了，今年来的很多客人看到陕
西茶都会驻足停留品尝一杯，而且他
们都了解陕西茶的优势和特点。”陕西
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
理苏一然介绍，在首届茶博会上汉中
仙毫荣获了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共品

牌，极大地促进了陕茶的品牌知名度，
今年希望能够与更多国外商贸企业洽
谈合作，让汉中仙毫走出国门。

陕西省园艺站副站长孙越赟告
诉记者，近年来陕西茶产业通过培育
优良品种、改造老茶园、推广清洁化
加工等方式，使陕茶的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品质进一步提升。截至 2018
年底，我省茶园面积已达270.1万亩，
产量 10.3万吨，产值达 153.7亿元。
未来陕西还将发挥陕南茶叶产地与
关中茯茶技术的优势，并开发茶饮料
等产品，提升陕茶产业效益。

本报记者文晨

让更多人了解陕茶爱上陕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