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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家馆
用“白菜价”买名牌进口商品

意大利国家馆于今年9月6日正式开馆，
是四川自贸区青白江片区首个国家商品馆。

举起一瓶意大利产蜂蜜，橙黄透通的浆
液里蜂巢清晰可见。那色泽饱满的各式意
面、几十件时尚的名牌包、几百种零食、上千

瓶葡萄酒，让慕名而来买买买的绵阳人李娅
眼花缭乱。最令她感到神奇的是，一个看似
平常的布艺沙发，工作人员轻轻按一个键，沙
发像变形金刚一样，慢慢舒展开来，秒变为一
张床。在一张白色真皮沙发那里，那简洁的
款式、散发出高贵的气质，让她挪不开步。“美
女，你太有眼光了。”服务员告诉她，这款沙发
是意大利原装进口货，乘坐中欧班列（成都）
来到青白江，只卖6万多元。意大利国家馆
外联部经理陈颖说，在成都市场上，相同档次
的沙发要卖10多万元。如此高的价差，让她
感慨到：这里简直是“白菜价”。

在这里，除了当“剁手党”外，还可以坐
在高高的椅子上，喝一杯意式咖啡，自制一
块蛋糕，兴致来了，也可以在酿酒师的指点
来，酿一批意式啤酒，等到12天后再来收货
……

陈颖说，意大利国家馆拿到了翁布里亚
大区的官方授权，希望通过商品与文化架设
起了意大利翁布里亚和四川人民之间交流
的桥梁。刚开业十来天，意大利国家馆已经
名声在外，每天都有一些人专程赶来购物。
陈颖预料：一年之后这里的营业额可以达到
2000万元。

德国国家馆
海归到自贸区创业当馆长

就在意大利国家馆的背后，下个月，一
大片房子将刮起一阵“德国风”，长出一个德
国国家馆。

德国国家馆馆长席真是成都人，有着15
年德国生活史。19岁那年，他告别同济大
学，前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留学，曾担任亚
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组织过各类
中德交流活动。毕业后，他曾在德国、香港

等地工作和创业。去年四川自贸试验区挂
牌，让他看到了家乡对外开放的决心，也预
判到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今年年初，
这名海归回归了，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和双
流航空港注册了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他致
力于做中国与德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
使者。今年6月，他获得了德国驻成都总领
事馆的授权与支持，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创业
之路。

“在德国国家馆，不仅是一个可以买到
‘德国制造’的地方，我更希望这里是一个平
台。”席真说，他的愿景是把德国国家馆打造
成集经贸、文化、科技 、教育、旅游、投资、服
务于一体的中德双向交流综合性平台。

席真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从青白江起
步，把一号德国国家馆作为孵化器，未来，把
这个模式复制到贵州、云南和重庆等地。

支撑他梦想的，是国际化人力资源。他
的四人创业合伙人中，3人有7年以上欧洲
留学背景，其中两人在德国生活和学习过。
筹备期间，他已请了3名德国人。其中，来
自德国不莱梅州的石可言正在川大留学。
接受记者采访时，石可言说，他相信德国国
家馆会有美好的未来，也期待通过这个载体
为中国和德国都带来利益。

以色列国家馆
可以买到死海泥做的面膜

在香岛大道1566号，底楼展厅里，售卖
着一辆又一辆从欧洲运来的平行进口车。
楼上，摩尔多瓦国家馆和以色列国家馆正紧
锣密鼓地布展中。9月26日，这两个国家馆
将同步开业。

把这两个国家馆引入青白江的，是一名
爱穿旗袍的中国女子——温茜。

法国馆效果图

意大利国家馆原装进口沙发展示区。

四川人很快就能享用到死海泥生产出
来的面膜，将会变得更漂亮。

青白江有个“万国超市”国际商品资格又便宜
成都国际铁路港计划3年内引进36个国家商品馆

为了扮演好第十七
届西博会主宾国的角色，
意大利副总理兼经济发
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长
路易吉·迪马约专程赶来
为意大利馆开馆揭幕。

在青白江成都国际
铁路港那里，刚开了一家
永不落幕的意大利国家
馆。除了意大利国家馆
外，法国、荷兰、以色列、
摩尔多瓦国家馆也即将
开馆。

在国际化青白江，迎
着“四向拓展 全域开
放”的风，这里计划在 3
年内“生长”出36个国家
馆，形成独树一帜的国家
馆群经济。对于四川人
来说，简直是一个福音：
不用出远门，就可以用更
低的价格买到最地道的
国际化商品。

行走国际贸易江湖以来，温茜将几十
个国家的文化、商品带入四川。2014年，
蓉欧快铁开道，温茜把国家馆的概念引入
双流。随着四川自贸区的发展，她的国家
馆事业在空港、铁路港和泸州港均有布
局，在青白江，更是一口气布局了两个馆。

在摩尔多瓦国家馆，大家可以买到
极品红酒；在以色列国家馆，还可以闻到
死海的气息。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
创新国度，农业也很发达。在这里，可以
品到有机葡萄酒，也能买到给指甲抛光
到好像涂了指甲油的小工具，对于爱美
的女士来说，更是可以买到万里之外，用
死海泥生产的面膜和化妆品。

温茜手里，还握有更多国际贸易资
源。她身上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建国家
馆群共享经济圈。

为了推动国家馆群共享经济圈建
设，温茜和她的小伙伴们正在酝酿跨境
电商线下自提模式。“如果能行，以后海
淘族再也不需要在家里坐等快递。”公司
副总经理贾春凡说，有了跨境电商线下
自提模式后，对于喜欢逛实体店的朋友
来说，可以在线下体验、感受商品后，再
现场下单、现场申报、现场提货。

最高补贴300多万
计划3年引进36个国家商品馆

成都国际铁路港管理委员会对外联
络部部长曾怡介绍，欧洲有很多企业想
进入中国市场，但苦于政策不了解、渠道
不畅通，始终无法迈开腿，这对同样想要
打开欧洲市场的国内企业而言也是如
此，国家商品馆项目恰好可提供这个平
台。

“目前，四川自贸试验区青白江片区
已有意大利、以色列、摩尔多瓦、法国、荷
兰等5个国家商品馆落户，初步形成了
国家商品馆集群。”曾怡透露，成都国际
铁路港计划3年内引进36个国家商品
馆。当然，青白江也会拿出真金白银扶
持企业。据悉，建一个国家馆当地政府
最高可补贴300多万元。

可以想象的是，在一个区域集中建
设这么多国家商品馆，犹如一个万国都
会，可品味到最资格的国际味道。

中秋和国庆佳节即将到来，曾怡邀
请大家到成都国际铁路港买买买，或为
女朋友买一个国际大牌包包，一博红颜
倾城笑；或买上一辆平行进口车，带上家
人去寻找诗与远方；或为孩子买上一罐
欧洲产奶粉补充营养，或买上一大袋零
食和几瓶红酒，一家人中秋月圆夜时一
起品味团圆的味道……

白桂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川字号”品牌蓬勃壮大

本届论坛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
导，四川博览事务局、四川日报社主办，四
川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省农业厅、省商
务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提供支持。自
2014年以来，西部电子商务发展高峰论坛
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推动西部电子商务
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和西
部地区了解电子商务行业风向、成果发布、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坚定品牌发展
战略，涌现出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产品品牌、
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在新技术迭出等外
部条件下，“川字号”品牌如何振兴，又将如
何焕发新活力？

本届论坛以“振兴川字号 焕发新活力”
为主题。在主题演讲环节，国家工信部工
业品牌培育专家组组长周宏宁带来系统实
战指导，以“战略导向的系统化品牌培育”
为主题支招“川字号”品牌发展振兴。周宏
宁认为，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

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
链中高端。

“四川扶贫”品牌化之路

为深入推进全省产业精准扶贫，有效
破解扶贫产品与市场对接不畅、流通成本
高等瓶颈问题，四川省今年创新推出贫困
地区扶贫产品公益性集体商标——“四川
扶贫”。

“四川扶贫”如何从商标走向品牌，从
贫困地区走向广袤市场？

围绕“四川扶贫”集体公益品牌打造这
一主题，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和移民工
作局局长降初发表了主题演讲。降初表
示，“四川扶贫”集体公益品牌坚持“四个凡
是”：凡是扶贫产品，都可按规定使用“四川
扶贫”商标标识；凡是贴有“四川扶贫”的产
品，发动各类销售主体积极营销；凡是销售

“四川扶贫”产品的企业，都有政策支持；凡
是贴有“四川扶贫”的产品，号召全社会人
士优先购买。

记者了解到，今年8月16日，在第三届

四川省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活动上，所
有产品都首次贴上“四川扶贫”公益性集体
商标，总成交金额达到2.65亿元。

最具创新力“川字号”品牌揭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由四川日报
社发起的“改革开放40年四川品牌创新案
例全省推选活动”经过全民推选、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20个最具创新力的

“川字号”品牌创新案例，并在论坛上揭晓。
其中，五粮液、四川长虹、朗基地产等8个品
牌上榜“引领创新榜”，四川扶贫、天府龙芽、
屏山味道等6个品牌上榜“协同创新榜”，新
锐创新榜则包括了咪咕音乐、1919、成都玉
林、博骏教育等6个品牌。

此次论坛还发布了《2018西部电商暨
品牌创新媒体观察报告》，该报告由四川日
报全媒体集群MORE大数据工作室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从上亿条海量数据中挖掘
了大量珍贵信息，详实分析了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我省品牌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
的成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振兴川字号品牌
推动西部电商发展
2018第五届西部电子商务发展高峰论坛在蓉举行

改革开放40年来，“川字号”品牌蓬勃壮大，成为推
动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新技术迭出等外部条
件下，“川字号”品牌如何振兴，又将如何焕发新活力？

9月20日，以“振兴川字号 焕发新活力”为主题的
2018第五届西部电子商务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此
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政商学界等200多人参会。

成都城投集团
携手盐都自贡

将打造美丽乡村2.0版
9月20日下午，第十七届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自贡投
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
成都举行。其中，成都城投集
团成功牵手自贡市人民政府，
签订多领域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美
丽乡村建设、能源供给保障和
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等方面，
建立长期、稳固、全面的战略
合作关系，以项目为抓手，开
展多层次、多领域、多模式、全
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促进双
方产业升级，推动市州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实现互利互惠、共
赢发展。

据了解，此次双方合作的
总投资规模将达到 200 亿
元。未来，除了将在乡村振
兴、燃气及新能源、教育等领
域开展合作外，还将在建筑工
业化等领域开展多元化合作，
成都城投集团将通过投入、建
设和产业运营等多层次合作，
为自贡高质量发展和川南经
济区率先成为四川省第二经
济增长极助力。

历时三个月的细化酝酿，
美丽乡村2.0升级改造合作在
西博会期间落锤定音。根据
协议，该项目创新形式，成都
城投集团将与自贡市在卧龙
湖东区开展美丽乡村2.0版升
级打造，项目建设规划面积约
6平方公里，开发定位为以休
闲度假、观光体验、康体健身、
养生养老等功能为主的特色
环湖生态文化小镇。

在签约仪式现场，成都城
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尚
钦表示，成都城投将自觉肩负
成都与自贡间打造区域发展
共同体的国企责任，也期待通
过双方的深度合作，探索“主
干”与“分支”间协同发展的最
佳契合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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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四川长虹、朗基地产等8个品牌上榜“引领创新榜”。 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