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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京交會是在 「十三五」 開局之年舉辦的服務貿易高端展會，重點圍繞 「一帶一路
」 、 「京津冀協同發展」 以及服務業擴大開放等國家戰略，展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領域的新
空間、新機遇、新成果。本屆京交會聚焦科學技術、互聯網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務
和旅遊、健康醫療六大重點領域。亮點之一是整合
優質展會資源，更加注重板塊的跨界融合發展，讓
「1+1>2」 的聯動效應充分發揮出來。
文 許輝北京報道

智能製造 千兆寬帶集亮相
京交會科技創新
京交會科技創新
預見未來

1+1>2

服貿板塊跨界聯動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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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裝全身的智能穿戴到彬彬有禮的家庭機器人，各行
業智能製造已如雨後春筍般此起彼伏，創新浪潮層層掀起。
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京交會」 ）舉辦四年
，逐漸發展成為全球優質創新服務的展示舞台，尤其此間高
密度的智能製造，更讓觀眾提前一瞥未來創新服務的 「
芳容俏貌」 。
文圖 實習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圍繞 「一帶一路」倡議，本屆
京交會設立了主題展區，舉辦 「一
帶一路」服務貿易發展大會。 「一
帶一路」促成了諸多板塊的跨界融
合。版權交易、科技創新文化貿易
、中醫藥服務等多個專題圍繞 「一
帶一路」舉辦展覽展示及10餘場會
議洽商活動。此外，在 「一帶一路
」倡議的旗幟下，在服務業擴大開
放六大重點領域，設立了科技創新
、電子商務、文化貿易、金融服務
、中醫藥服務等26個專題板塊，促
進國際先進服務 「引進來」和中國
服務企業 「
走出去」。

專題板塊精彩紛呈
本屆京交會首設京津冀聯合展
區，重點展示京津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推進情況。在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
略的指引下，電子商務、文化創新和中醫藥服務等多個專題板塊展示京津冀
地區協同發展行業合作模式及合作成果。京津冀環保領域供需項目發布與對
接會、京津冀設計產業聯盟新成員授牌暨交流會、2016金融街論壇、文化創
意與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研討會等專題活動，集中分享了京津冀地區在不同服
務業態、服務領域的融合與發展思路，探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方向。
融合發展和整合發展是本屆京交會的一個原則。具體到各個板塊，在至
為重要的金融板塊整合方面，大舉措就是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被全面整合到
京交會當中。
在健康醫療板塊，北京市僑辦和北京市中醫管理局聯合舉辦 「中醫藥發
展大會」。為了加強專題板塊互動，還推動互聯網＋、文化＋、語言+等跨
界對接等一系列活動。同時，以跨國醫師合作為先導，努力尋求與沿線國家
建立衛生合作機制；發揮互聯網跨界高效配置資源的優勢，整合全球醫師資
源；配合國家未來醫改方向，推進建立廣泛的醫療與保險合作。
在北京，服務業是經濟的主體，在整個GDP裏佔比超過80%。本屆設計
服務板塊主題為 「綠色設計助力綠色化」，內容主要包括跨界設計資源對接
大會、設計創新展等，力圖打造設計領域權威信息發布平台。設計服務板塊
將充分運用京交會的巨大影響力，整合行業協會、科研院所、地方園區、設
計公司、金融機構的資源，在綠色設計的大前提下，展示和發布設計領域最
新動態。
而京交會分銷服務板塊主要以國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互聯網＋
」行動計劃等發展戰略為核心，闡釋現代分銷服務的發展對新供給、新流通
、新需求所產生的影響。
可以看出，京交會給跨行業、跨領域合作提供了絕好的平台。

1+1>2效應全面顯現
京交會的跨界板塊融合取得了不少成績。本屆京交會設置了5萬平方米
展覽展示區，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等122場專題論壇及洽談交易活動。全
國31個省區市、34個境外國家和地區、26個行業板塊參加會議，盛況空前。
以分銷服務板塊為例，該板塊從跨界板塊融合中收穫頗大，共吸引到了
來自德國、埃及等25個國家的百餘家企業和組織參與板塊展覽和簽約推介活
動，有包括 「一帶一路」中巴合作備忘錄發布、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俄羅
斯合作中心與俄羅斯國家中小企業署合作項目等35個項目簽約，簽約額達到
1500億元人民幣。
此外，四屆京交會，國際的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客商的覆蓋面更廣
。本屆京交會註冊境外參展參會企業共有近400家，比上屆增加40餘家。境
外組團參展參會國家地區數量更多，比上屆實現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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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扮家庭助手

京中醫管理局局長屠志濤：借勢京交會助推中醫藥大發展
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不斷挖掘和研究中醫藥學
術理論和臨床成效，才能產生更多有世界影響的
科研成果。
據悉，今年中醫藥服務板塊的主題是 「傳
承、服務、創新」。 「隨着京交會的不斷發展
壯大我們的主題也在不斷提升，業態也越來越
完善，產業鏈也越來越長，影響力、創新力都
在擴大。」屠志濤坦言。

▲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局長屠志濤接
受大公網獨家專訪
「跨領域的合作是京交會服務貿易的一個
特點，從第一屆開始，我們的中醫藥板塊也承
繼了這個特點。」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局長屠志
濤接受大公網獨家專訪並做出了上述表示。
去年十月，我國藥學家屠呦呦被授予諾貝爾
獎，這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
也是中醫藥成果獲得的最高獎項，體現了國際醫
藥界對中醫藥的認可。屠志濤指出，屠呦呦獲獎
，這對中醫藥行業發展是一大利好。有觀點在評
價屠呦呦獲獎時曾指出，中醫藥不僅要傳承，同
樣需要創新。中醫藥只有緊跟科技發展步伐，充

「中醫藥+」的跨界融合
作為歷屆京交會上的重頭戲，中醫藥板塊
頗受外界關注。 「跨領域的合作是京交會服務
貿易的一個特點，從第一屆開始，中醫藥板塊
也承繼了這個特點。」屠志濤介紹說，除了發
掘自身特色，中醫藥非常注重與高科技、互聯
網的結合，如中醫的機械臂，互聯網中醫的教
育等等。
此外，目前中醫藥服務貿易與旅遊、金融
亦有很好的合作。屠志濤指出，跨國別、跨地
域合作也是中醫藥發展的一大特點，合作能產
生很好的放大效應，同時，這也體現了中醫藥

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性。
在屠志濤看來，很多國家和地區也在做中
醫藥的服務貿易，其實很多項目和大陸都可以
合作起來，而京交會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跨
界、跨地域融合交流的平台。

按摩艾灸樣樣通
按摩艾灸樣樣通
智能中醫
智能中醫
測血壓發力
「望而知之謂神，聞而知之謂聖，問而知之謂工
，切脈知之謂巧」。源於對傳統中醫 「神聖工巧」的
更多了解，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中醫的擁躉，特別是開
始對按摩和艾灸情有獨鍾。在本屆京交會中醫藥服務
展區，一款能夠按摩做艾灸的智能機器熟練指揉、掌
滾以及按、推、叩擊等各種動作，且欲與傳統按摩師
「試比高」。
中醫按摩在日常醫療保健中舉足輕重，目前還多
是由有經驗的按摩師人工進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是，人工艾灸需要拿着艾草熏，時間長了手會發軟，
精準度不高，還有就是不能長時間工作，這些都使中
醫按摩效果略顯 「美中不足」。
北京聯合大學此次在京交會推出智能中醫按摩機
器，利用傳感信息融合和人機交互技術，可以實現對
典型中醫按摩手法的建模,並通過集多種按摩手法於
一體的多功能按摩機械手，完成腰椎部位的指掌揉、
滾、按、推、叩擊以及捏拿、振、拍打等手法操作。
難能可貴的是，這位 「智能中醫」根據實時監測
的心跳、血壓等生理信號，還能夠調整按摩頻率、速
度和按摩的力度大小，必要時及時推出按摩程序。參
展負責人嚴忠告訴記者， 「通過人機交互，使用者在
按摩過程中如果感覺痛的話，智能機器就會自動輕一
點，隨時進行按壓力調整」。
艾灸、按摩等中醫治療在內地保健中有着悠久的
歷史，而限於有經驗按摩師資源的匱乏，傳統醫技並
未能大範圍傳播，操作不當的後果更是 或將產生 「
無病自灸」自找苦吃的痛楚。嚴忠表示，智能艾灸按
摩機器的機械手靈巧自如，加之智能芯片的嵌入，達
到高水平按摩師的效果已經不在話下，伴隨市場上對
中醫的認可度越來越高，智能艾灸按摩機器投入量化
生產的時間指日可待。
文 張帥

發揮海外力量對中醫藥走向世
界意義重大
屠志濤介紹說，今年在商務部、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和僑聯的支持下，北京市中醫管理局
和北京市政府僑務辦公室共同合作，把海外華
人的力量集聚到京交會。通過京交會的平台把
眾多中醫藥國際服務貿易的資源整合到一塊，
並舉辦了 「首屆海外華僑華人中醫藥大會」，
通過加強國內外的交流，更好地讓中醫藥服務
貿易走出去。
據悉目前在海外，有30-50萬人從事中醫
工作。屠志濤指出，在國際上，海外華人華僑
是中醫藥服務貿易的主力軍，發揮他們的力量
對中醫藥走向世界意義重大。
文 李曉蓉

2022年北京冰雪體育產業總額達400億人民幣
第四屆京交會期間舉辦的國際體育服務貿
易研討推介會上，北京市體育局局長、本屆體
服會組委會主任孫學才介紹說，預計到2022年
，北京的冰雪體育產業總額能達400億元人民
幣。
本屆體服會以 「助力冬奧，聚焦體育產
業轉型升級」為主題，旨在進一步擴大中國
的冰雪運動消費，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冰
雪運動發展，進而推動中國的體育產業轉型
升級，因此前來參展的冰雪項目和企業較往
屆明顯增加。

本屆體服會室內展區面積達1075平方米，
參展企業39家，其中冰雪企業9家。在組委會
提供給與會者的項目匯編中，冰雪項目超過
20%。此外，主辦方還在室外展區搭建了一塊
300平方米的冰場，用以展示高效、節能的制
冰技術。據該項目負責人介紹，這兩天已有不
少企業和投資者前來接觸、洽談，希望利用該
公司的技術在全國各地投建冰場。
孫學才表示，北京成功申辦2022年冬奧會
後，本市群眾參與冰雪運動的熱情大幅提升，
在剛剛過去的雪季，滑冰、滑雪的人數達到

400萬人次，比上個雪季增加了20%左右。孫學
才說： 「
冰雪運動成為百姓時尚健身運動的同時
，必將帶動北京體育產業的發展。」
研討會上，來自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
者紛紛為北京冰雪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升級獻計
獻策。北美職業冰球聯盟媒體發行戰略及商業
事務執行副總裁普羅珀表示，未來幾年中國將
迎來冰雪運動發展的最佳時機，全世界的目光
也將投向中國和北京，北京的冰雪產業必將成
為體育產業甚至整個經濟發展中的 「明星」。
文 李銳

進入第四屆京交會國家會議中心現場，便能看到 「能說會道」 又愛
「賣萌」 的特邀講解嘉賓機器人小胖滔滔不絕地介紹京交會創新試點成
果，與其他機器人不同，通過語音輸入和互聯網雲端搜索，小胖還可以
與觀眾進行問答互動，40多種不同的表情配上肢體動作煞有介事，當
被問及性別，小胖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我是眼迷離」 的回答樂
翻眾人。
「你這個問題，要親親才能回答」 ，淘氣的小胖是目前最先進的家用、商用兩用
機器人，兼具教育、娛樂、淨化空氣、遠程遙控、運送物品、緊急報警等多重功能。
因為熟讀三字經，能唱千首曲，天文地理樣樣通，小胖未來有望扮演家庭顧問和孩童
助教角色，而其 「話嘮」 性格又頗具耐心。
俗話說 「上護老，下顧小」 ，首款專用於中老年人群的智能腕表jWotch，通過將
手機、手表、檢測儀、定位儀、傳感器等眾多功能與通訊和網絡平台結合，能夠集心
血管健康檢測、預警、監護功能於一體，形成智能的 「健康安全雲」 監護體系，實時
檢測心血管疾病基本參數，並且全天候在線預測預警和監護幫助，智能化的養老環境
指日可期。

千兆寬帶提速生活
只需一款含有芯片的 「貓」 ，就能實現寬帶 「千兆入戶」 ，京交會科技創新板塊
上，一家半導體公司攜帶自主研發的千兆寬帶 「放大器」 亮相，無需重新布網布線，
借助已有的有線電視同軸電纜線，就能夠實現高達千兆的高速寬帶接入。展商負責人
表示， 「不光在速度上可與光纖入戶相媲美，網絡改造費用、初裝費用和維護成本都
遠低於光纖入戶。」
數據顯示，目前內地使用廣電寬帶用戶已超2000萬，高清視頻、4K超高清視頻
、雲服務等互聯網應用發展熱潮的強勢拉動之下，用戶對網絡帶寬的需求不斷提升，
相比發達國家的入戶數據率正在從100兆向1000兆過渡，國內的平均入戶速率還不足
10兆。 「千兆入戶」 技術可將帶寬 「放大」 數倍，可以預料，在網速提升方面中國或
將實現 「彎道超車」 。

智慧停車效率最優
繼限行、限牌後，治理停車成為解決交通擁堵的重要手段。今年京交會推出 「智
慧停車」 模式，通過將無線通信技術、移動終端技術、GPS定位技術、GIS技術等綜
合應用於停車位的採集、管理、查詢、預定與導航服務，停車位資源的實時更新查詢
、預定與導航服務一體化圖景躍然眼前。
智慧停車可實現停車位資源利用率最大化、停車場利潤最大化和車主停車服務的
最優化， 「停車難、停車亂、停車貴」 這些被社會吐槽最多的問題，不久或許就將從
「老大難」 問題清單中移出。

▼會聊天的智能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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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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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藍色和原木色為主基色，京交會
快遞服務展區突顯綠色環保理念，整觀
又恰似一艘航空母艦，內地快遞業藉此
傳達，中國 「快遞航母」集群正在打造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快遞服務增長迅
速，在兩年時間內不斷跨越年業務量
100億件、200億件的台階。
郵政EMS、順豐、圓通、申通、中
通、UPS、DHL等國內外快遞企業巨頭
，以及為快遞提供金融、高科技服務以
及分揀安檢設備的共200餘家上下游企
業，在本屆京交會上集中展示了快遞業

「一 帶 一 路 」 下
的互聯網醫療暨國際
醫生集團合作論壇在
京交會期間圓滿舉辦
。中國醫師協會副會
長蔡忠軍在現場表示
，在 「一帶一路」國
家戰略方針指引下，
我國醫療健康服務已
經進入歷史性突破期
，同時未來也將全面
實現連接世界，互聯健康。
蔡忠軍介紹，本次國際醫生集團論壇以 「一帶一路」
政策的引導努力尋求多變框架下，與沿線國家建立合資。
構築內陸和海上的健康絲綢之路，發揮互聯網的優勢，以
世界華人醫師為主體整合跨越國際醫師資源，為民眾提供
高水平的專業服務，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在新一代生物醫

藥、醫療器械，醫療投資等領域的深入合作。以提升中國
和沿線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健康水平。蔡忠軍說，隨着互
聯網＋健康管理模式的不斷構建，我國醫療健康體系也變
得更加智慧，更加完善。同時模式的發展也使得過程健康
逐步得到改善。由於醫療健康技術、服務產業的板塊的持
續更新，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
據悉，作為歷屆京交會重要板塊之一，國際醫療健康
服務板塊舉辦包含 「一帶一路下的互聯網醫療暨跨國醫生
集團合作論壇」、 「首屆互聯網＋相互保險及醫療金融服
務國際峰會」、 「首屆國際輔助生殖醫療健康服務及保險
論壇」三大論壇及一個專業展區。會議期間， 「國際醫生
集團聯盟」和 「一帶一路健康醫療研究院」宣布成立。國
際醫生集團聯盟旨在以世界華人醫師為主體整合跨國醫師
資源，建立集學習、交流、合作、執業、服務等為一體的
專業平台，對接國內外醫療健康需求，為民眾提供高水平
的專業服務。 「一帶一路健康醫療研究院」將以海南博鰲
樂成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為橋頭堡，依託跨國醫生互聯互

通，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在新一代生物醫藥、醫療器械、
醫療投資等領域展開深入合作。
此外，慈銘與美年大健康共同投資創建的 「互聯網＋
醫療」品牌─記健康，也作為先進示範項目和互聯網醫
療模式代表企業首次亮相京交會。記健康是基於互聯網技
術和大數據分析的數字化的精準健康管理服務平台，代表
了中國互聯網慢病健康管理的先進理念和有效路徑。
文 李銳、鄭長亮

「行者App」上點擊一下 「我要寄件」
，下單信息就會瞬間傳給圓通快遞小哥
，距離最近又眼疾手快的就會搶過訂單
，整個過程如當下正火的打車軟件。
「行者App」還具有支持電子訂單
打印、地圖導航、簽收狀態即時查詢等
功能，而快遞員通過軟件可以完成搶單
、掃描並給客戶打電話發短信。 「這款
軟件是快遞員工作模式的一種創新，從
人工操作逐漸往智能化方向發展。」圓
通速遞新聞中心副主任錢衛華介紹。
文 張帥

◀快遞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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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的光源，蓋上沙白散光片，只需輕輕
推開木半球，磁石感應便會開啟，並散發出柔
和光芒。一款取名 「蝕」的香港設計，將月蝕
的景致融入室內，用家可根據自己的心情隨意
調校出彎月、初虧的景色，稱得上是本屆京交
會最為傾心的科技創新設計。
「蝕」的燈飾底半部材料是英泥，具有月
的質感。為貫徹與大自然共融的理念，設計師
與廢木回收商合作，挑選合適的木料進行加工
，希望減輕日益嚴重的工業物料棄置的問題，
以及提倡循環再造。而正因為木料來自回收，
色澤及紋理差別便成為每一個 「蝕」的特色。
類似 「蝕」的設計，香港在京交會的展品
大多簡潔實用，同時展出的高清保安攝錄機通

過採用語音、振動和運動等多功能觸發模式，
可以作為家居、商店、汽車等保安系統的攝錄
以及作為會議記錄；最新的VR Box 3D眼鏡適
用於尺寸介於4.6至6.0英寸屏幕的任何智能手機
，通過手機下載3D電影應程程式後，便可享受
電影和遊戲的3D影像。
香港展館的高端智能製造同樣傾心傾力。
兩個身高約40厘米、全身骨骼暴露的錘頭鯊格
鬥機械人（Tri-Robot T5），通過自行研發程
序及伺服馬達控制板，可做出跟人完全一致的
格鬥動作進行快速反擊。 「武林高手」的身姿
，不僅吸引了眾多圍觀者，而且國務院副總理
汪洋28日巡館時亦饒有興趣地駐足觀看。
文 張帥

簽
▼到機器人

醫健專家京交會議
醫健專家京交會議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下互聯網醫療

高科技應用、節能環保、快件安全等多
個方面不斷提升客戶體驗的成果。而快
遞 「機器人」首次亮相成最大看點，其
中自動化分揀機器人比人工快20倍，對
於超過1.6億件的最高快遞日處理量，
無疑將成為解放分揀工人雙手的福音。
此外，圓通速遞在此次京交會上推
出了一款名為 「行者App」的快遞員專
用工具，展台介紹人梁棟告訴記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