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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洽会，为龙江人推开了对外
开放的一扇窗。以往的线下哈洽
会，对“龙字号”企业来说，无异于摆
在家门口的商界盛宴。数不清的龙
江企业借助这个平台，登上国际商
贸舞台。如今，疫情倒逼展会数字
化转型，同样为龙江企业开辟了新
赛道。

这其中，农产品企业最有发言
权。从当年背着自产大米、大豆等
原字号产品参展，到在展会收集资
料、不断学习、创立自己的品牌，再
到找市场、树形象、精包装、拓渠道，

哈洽会成为无数绿色食品企业创业
的摇篮和伙伴。而今年的“云”上哈
洽会，则为黑龙江的农产品打开了
新通道。15日、16日连续两天的鸡
西市数字经济产业园特色食品专
场，直播带货让本地“农特优”产品
走进哈洽会“云端”，鸡西大冷面、刀
削面、黄面条、大酸菜、糖蒜、大米等
农特产品，通过直播方式，网上销售
2000余单；哈洽会首日，九三食品
达成 3000万元合作销售订单；完达
山乳业分别与重点客户达成合作意
向，交易金额达4000万元……

“云”展示、“云”洽谈、“云”招商、
“云”签约把黑龙江的产品、形象带到
更广阔的天地。大庆中科清溪水处
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带来的油泥微
波热解资源化利用成套装备，受到多
国环保机构的关注。目前与英国FLI
环境公司初步达成意向合作协议，将
有望进入科威特、沙特的相关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的产油国家以及国
内众多石油企业也正在洽谈中……

与世界“云”上相约，空中架起
联通世界金桥，第三十一届哈洽会
仅仅是个开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颖

在本届哈洽会虚拟展厅的中
心位置，“老朋友”俄罗斯搭建了
面积 1750平方米的展厅。8个州
区、63家企业，期待大家“云”上相
逢。

进入展厅，本届哈洽会主宾州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极昼、极
夜、极光等大自然美景图极具视觉
冲击力。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伴
随优美的歌声，滨海边疆区、乌里
扬诺夫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州、下诺夫哥罗德州、摩尔曼斯克
州、莫斯科州等州区通过制作精美
的视频和图片依次展示独特的资
源和项目，涵盖经济特区、贸易促
进、航空制造、航空运输、新材料、
科技成果、教育、旅游、文化艺术、
天然食品、海洋捕捞、金融服务等
方面。

老友重逢 热情相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阳阳

进入到本次哈洽会主宾市厦
门展厅，蓝色的主基调映入眼帘，
犹如置身于海洋一般梦幻。其产
品可谓琳琅满目，从食品到医疗，
从娱乐到智能科技，样样皆有。其
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令人垂涎欲
滴的九同味的糕点和古龙食品的
午餐肉，还有香菇肉酱、红烧猪肉、

原味黄花鱼、茄汁沙丁鱼等，做法
中西皆可。

糕点、红酒、海苔……徜徉厦
门虚拟展厅，除了美食外，还会
遇见 30家各种行业的优秀企业，
梦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
出的游戏，仅是介绍游戏的视频
就已让人兴致大发，而旅游项目
展示更是吸引广大参展者的一
个亮点所在，穿梭其中，惊喜连
连不断。

遇见“小惊喜”

一核 一带 两廊 三区块

时尚文化展领略大美龙江

阿塞拜疆传统地毯阿塞拜疆传统地毯。。

新鲜巴氏杀菌榴莲展品新鲜巴氏杀菌榴莲展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曲静

2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5个省区市1739家企业参展，展出59大类5522种产品……第三十
一届哈洽会在云端举办，虽受疫情影响，但品牌影响力不减。15日~17日，三天线上平台访问
总量已突破570万次。“云”上开辟新赛道，与世界相约天地更宽。

“云”上架金桥
“云”友遍天下

俄罗斯的矿产、阿塞拜疆的地毯、泰国的医
药、马来西亚的燕窝、日本的高端厨具、韩国的智
能家居……轻点指尖，浏览哈洽会云展厅，28个
国家的特色产品隔屏清晰可见。

四海宾朋汇聚“云端”，分享机遇、对接合作。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莫

因·哈克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治理、发展
和人文交流模式。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正在
给经济发展和贸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本届博览
会的主题非常具有时代性，强调科技创新在未来
发展中的作用，他相信可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加强中
巴间的交流和合作。

历届哈洽会，由台湾商业总会组展的台湾馆
以规模大、产品质量高受到采购商、消费者的欢
迎。本届展会不能亲来，理事长许舒博专门发来
视频。他说，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技术打破地理
位置的限制，本届哈洽会“云端”开展，相信通过展
会交流，能够在更大的平台，拓展台湾企业与黑龙
江的合作，共用共享全球商机。

用一上午时间细细浏览完云展厅的采购商李
乔是哈洽会的常客了，他说，目前他代理的好几种
国外产品都是历年在哈洽会国外展厅发现的。今
年线上展他同样发现了一些好产品，比如日本的
厨具，接下来打算再深入了解对接。

想做中俄经贸，想了解中俄合
作信息，哈洽会无疑是重要的平
台。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 20周年，在这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特殊时期，“云”上哈洽会同
样吸引了老朋友俄罗斯的积极参
与，并共同携手开辟新赛道。

主宾州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展示旅游资源、民俗文化和特色食
品，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经济特区展
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工业园区发
展前景以及该州航空复合材料、航

空之星飞机制造公司等知名企业；
俄罗斯五大航空公司之一乌拉尔
航空公司展示其公司形象和优质
航空服务。在俄罗斯云展厅，来自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
斯克州、莫斯科州等 8 个州区、63
家企业参展，涵盖经济特区、贸易
促进、航空制造、航空运输、新材
料、科技成果、教育、旅游、文化艺
术、天然食品、海洋捕捞、金融服务
等方方面面。

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奥

谢普科夫说，哈洽会不仅对中国是
一件大事，对俄罗斯也是一件盼望
已久的大事。作为推动中俄务实合
作最有威望、成功有效的展会平台
之一，闻名俄罗斯。今年，哈洽会以
特殊的形式举办，全程应用现代技
术，可以让两国企业界携起手来，吸
引第三国乃至多方合作。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也
希望，借助永不闭幕的“云”上哈洽
会，台湾企业与黑龙江企业一道，深
入到俄罗斯市场。

为龙江企业打开新窗口

老朋友携手 开辟新赛道

“云”哈洽三天访问量访问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孙葳秀 张思宇

置身于充满梦幻感的极光星空下，迎着片片飞舞的雪花，一座充满科技与冰雪特色的
展馆矗立在眼前，这就是本次哈洽会时尚文化展的虚拟展馆。在展馆上方最吸睛的是“文
润黑土 锦绣龙江”这8个主题大字。

轻点屏幕，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充满冰雪特色的游览规划说明图。本届时尚文化展
馆以黑龙江文化强省建设规划为游览导向，分为一核、一带、两廊、三区块四个领域。展馆
内部以走廊的形式，迂回着带您感受龙江的文化魅力。

“三区块”各领风骚

“一核”作引擎
创意文化大聚集

在充满星空与科技元素的“一核”展
厅里，主要展现了哈尔滨及省属国有文
化企业在新闻传播、影视制作、出版发
行、演艺娱乐、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成
就。

第一站先来到像冰雪城堡一般的冰
雪大世界，这里可以体会到在-30℃的
低温中来根马迭尔冰棍的冰爽，还可在
夜晚欣赏别样的冰雪灯光秀。除此之
外，还可以观看由黑龙江省杂技团有限
公司原创的“冰秀”表演，其中冰上杂技、
花样滑冰、冰上舞蹈等节目，用五个字概
括可谓是“惊、艳、奇、美、绝”。

提起哈尔滨，异域风情是必不可少
的，被评为“中国十大俄式西餐品牌名
店”的龙塔旋转餐厅，可以让您“云上”美
餐一顿；“吃饱喝足”后，再来到中华巴洛
克历史文化保护街区逛一逛。在展会上
黑龙江山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出了两
幅油画作品，它们是近千幅油画作品中
的代表作，企划部经理丁培说：“选择这
两幅作品，是因为它们的风格更契合年
轻人。在以往的哈洽会上，少则成交一
两幅作品，多则六七幅。”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三区块”展区，风格迥异的
画面，让人充分领略龙江四季景色变
换之美与生态宜居的强强联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小时文
创经济区，白色桌面上布满了各区
市的特色工艺品，雕刻、剪纸、玉米
秸秆粘贴画……琳琅满目，各具特
色，犹如百花斗艳。作为城市的参
展标签，各家都用尽浑身解数。这
边特产“百花”争艳，那边北大荒文
创伫立“C位”，更有龙江优秀的龙

头传媒公司，数不胜数……
继续来到森林文化生态区，这

里满眼的绿色，让人感到浓浓的夏
味；走廊上布满了省内城市民族传
统文化展板。在森林的环绕簇拥
包裹下，大自然的风好似融进了你
的灵魂，它以独特的奥秘等你去探
寻……其中最别具一格的要数展
板下的那几个小根雕了，“C位”的
逊克久鸿的北红玛瑙、紧挨着铁力
的植物工艺画、大兴安岭的老树根
雕、桦树皮艺……无一不展现了民

俗民族特色。无论是了解民族历
史文化，还是民族工艺品，这个展
区应有尽有。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历史民俗文化区块映衬着秋日的
落叶，似乎是告诉游客此展区的
硕果累累。无论是赫哲鱼皮，还
是朝鲜民族文化等都在给人们展
示这片美丽的黑土地，“民以食为
天，北大仓建三江。”一片金黄色
的麦田下仿佛可以看到农民伯伯
丰收的喜悦……

依托边境口岸城市“一带”展特色

来到富有边境特色的“一
带”展馆，展区内一件 15cm ×
19cm 的迷你版龙袍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北安乌鱼绣传承人王春

艳说：“打籽就是把线打成一个
疙瘩，这样的润色难度还是比较
高的，但做出来效果是非常漂亮
的。”

在“一带”展厅还能看到猛
犸象牙、海象牙、驯鹿角等雕刻
艺术品以及俄罗斯碧玉、白玉饰
品、琥珀等其他工艺品。

哈大齐、哈牡鸡“两廊”齐发力

来到“两廊”展厅，你会看到
哈尔滨市长岭湖冬捕冰钓旅游节
的场景，其中最让人期待的是湖
鱼捕捞和头鱼拍卖环节了。在这

里，通过观看视频，可以了解到丰
富多样的北方冬季渔猎文化。镜
头一转，来望奎看一出正宗的皮
影戏，感受一下地方特色文化。

在哈牡鸡文旅经济走廊里，展出
了鸡西版画，其创作者用《老矿》
《矿山晨曲》等作品，把煤矿工人
生活的缩影展示出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

此届哈洽会，阿塞拜疆共和国
作为主宾国首次参展，开启了我省
与阿塞拜疆共和国合作的大门。

展厅中间的屏幕上，播放着阿
塞拜疆旅游局制作的旅游宣传片，
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游客
的目光。

在其背面，是阿塞拜疆的传统
地毯，有石榴籽的亮红色、有柑橘
的金黄色还有葡萄的琥珀色等，色
彩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图案组合
也是独特新颖，充满了创意。据了

解，地毯编织是当地艺术瑰宝中最
璀璨的一颗，其技艺可以追溯到青
铜器时代，根据技艺的不同，可以
将地毯分为毛绒编织地毯和平织
地毯。

展厅左右两侧，是阿塞拜疆的
企业以视频、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多
种当地知名的品牌酒、糖果甜点等，
如戈伊戈尔葡萄酒厂展出的葡萄
酒，是阿塞拜疆当地是第一家出口
到欧洲的葡萄酒。

除了当地特色的酒类，展厅内
还展示了当地的石油工业、投资合
作项目等内容。

开启与我省合作大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阳阳

萨瓦迪卡！欢迎来到泰国展
馆。提起泰国，大多数人脑海中便
会浮现性情温和，待人热情有礼
貌，见面要双手合十于胸前，互致
问候的“微笑国度”以及温暖和煦
的海滩、新鲜美味的海鲜大餐。

在泰国展区，中国泰国商会、
泰国北京总商会、泰国东盟—中国
经济贸易促进会均带来了各有特
色的产品，涵盖医药、旅游、本土特

色商品、食品等多个领域。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使得泰国常年气温
不低于18℃，造就了泰国的榴莲产
量世界第一，而且全泰国向海外出
口的榴莲 99%都是金枕头。在展
位中，榴莲盒、榴莲杯和榴莲泥三
种不同包装，给人以不同的感受。

泰国的医药相比于旅游与热
带水果，名声上略微逊色，但这并
不影响它悠久历史传承下来的药
效。其中，五塔药房的五塔标行军
散治疗肠胃疾病十分有效，泰国
NIDA口腔溃疡膏便宜又好用。

“微笑国度”向你打招呼
泰
国
展
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思琪

这里有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随
风飘扬的鲤鱼旗、憨态可掬的招财
猫；还有极具韩式风格的特色建
筑、济州岛的石头爷爷雕像……集
众多日本、韩国特色代表物于一
身，这里是哈洽会日韩展厅。

在日本北海道展位，首先“迎接”
观展游客的是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

今年是黑龙江和北海道缔结友好关
系第三十五周年，北海道展位带来了
诸多特色产品。纳豆、酱油、味噌汤、
牛奶制品、速食面……应有尽有。

在韩国展位，精美的视频介绍
着韩国特色的旅游景区，这里有因
拍摄《冬季恋歌》而闻名的南怡岛；
有被称为小吃天国的束草市场；有
惊险刺激的小金山悬索吊桥……
来到这里，你就可以足不出户在

“云端”邂逅不一样的韩国。

来一场不一样的邂逅日
韩
展
厅

厦
门
展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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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垂钓项目特色垂钓项目。。

日本北海道展位中的宣传图日本北海道展位中的宣传图。。

九同味糕点。

马来西亚展位的燕窝。

时尚文化展馆外观图。
本版图片均为哈洽会云观展截图

黑龙江文化
强省建设规划。

云上平台展示黑龙江云上平台展示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