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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第七届中国（贵

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成果发布会上

获悉，本届酒博会期间，现场实现展

馆交易成交额 98.37 亿元， 同比增

长 9.1%， 其中现场零售额 10.14 亿

元，现场签约 88.23 亿元；观展人数

33.2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

发布会介绍， 今年的酒博会以

“展示全球佳酿·促进交流合作”为

主题，各项活动出新出彩，各项数据

创历史新高。

据悉，本届酒博会在“高、精、

专”上做文章，在“博”字上下功夫，

国际化、市场化程度获得新突破。

一方面，境外企业、嘉宾参展参

会比例较往年大幅提升。 有来自英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法

国、美属波多黎各、葡萄牙等 5 个境

外代表团，18 个国家的 35 家境外

商协会及机构 （包括欧洲烈酒协

会、 意大利中国经济工业贸易合作

协会、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美国艾奥瓦州政府、中国英国商

会等）， 美属波多黎各州务卿路易

斯·里维拉·马林等 23 名国外重量

级嘉宾，以及境外采购商 4000 余人

参会。

全球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余家展商参展， 外国展商占比 40%

以上。据不完全统计，酒博会期间展

示酒品数量达 21000 余种， 其中境

外酒品 12400余种， 境内参展酒品

8600余种。

除了展品多， 本次酒博会经济

效益也异常突出。在 4天的时间里，

现场实现展馆交易成交额 98.37 亿

元，同比增长 9.1%，其中现场零售

额 10.14 亿元， 现场签约 88.23 亿

元；观展人数 33.2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4.1%。

在展示美酒的同时， 本次酒博

会也成为了全球酒业人士交流、酒

业发展规划以及向世界展示贵州的

良好窗口和平台。

本届酒博会共举办活动 45 项，

包括开幕式、世界酒业峰会暨世界

酒业采购商大会、国际会展经济发

展峰会等 16项主体活动，世界酒业

联盟年会、波多黎各朗姆酒品鉴会

等 29项专题活动，活动数量较往年

增加近一倍。

为更好地弘扬酒文化，引领酒

文化健康发展，本届酒博会特别设

立了“酒 +旅游 +文化 + 互联网”

综合展馆。酒博会期间，举办了“中

国酒都·神秘茅台” 世界名酒文化

旅游带暨生态酒庄集群发展峰会、

“中国名酒志文化工程新闻发布

会” 等活动，构筑起了酒文化交流

和推介的平台。

此外，本届酒博会还首次设置

从江县绿色优质农产品和中医药产

品展览展示，助力贵州脱贫攻坚，助

推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

三大战略行动。 酒博会不再是单纯

的酒类展会， 而是引领社会发展的

综合性经济文化活动。

酒博会期间， 共签约经贸合作

项目 45个， 其中来自 18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5 家境外商协会和机构与

贵州省贸促会、贵州国际商会、黔南

州政府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友好城市协议书等。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展会期间

签署了贸易类项目 1611 个，总贸易

金额达 547.9亿元； 投资类项目 13

个，总投资金额达 29.3亿元。

本报记者 欧鲁男

4天酒博会 现场成交近百亿

第七届酒博会成果发布———

现场成交98.37亿

33.21万人次观展

21000余种美酒

香飘酒博会

本报讯 贵阳日报编辑部、贵阳

晚报编辑部发起有奖纠错活动，邀

请读者对贵阳日报、贵阳晚报所刊

发的稿件进行纠错。 从今日起，首

位报告错误的读者，可前来领奖。

为了认真践行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职责使命，树立精品意识，坚持

“开门办报” ，提高采编人员的业务

水平， 不断提高办报质量，8 月 12

日起，贵阳日报、贵阳晚报面向社会

公开开展纠错有奖活动。

一个月来，上万名读者积极参

与活动，纷纷发来信息纠错。 有时

同一个错误，就有几百上千人发来

信息纠错。 其中，读者报告错字、别

字等错误的居多，甚至对个别标点

符号的使用错误也都一一指出来。

同时，也有一些读者对遣词造句等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读者所指出的问题， 贵阳

日报、贵阳晚报非常重视，专门邀请

相关专家、 省内资深新闻评论人等

进行核实。 同时， 对已经核定的错

误，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同时

两报编辑部也结合读者纠出的错

误，学习了相关业务知识，对认真办

报、提高办报质量有了更新的认识。

为感谢读者的支持， 对同一错

误首位纠错的读者，将根据错误的严

重程度， 给予 20元到 800元不等的

奖励。 读者接到领奖电话后，从今日

起可到贵阳晚报总编室领奖，具体地

点为贵阳市中山东路 25号小十字报

业大厦 23楼。 领奖时， 请携带身份

证。 咨询电话为 0851-85870795。

（本报记者 张鹏）

今日起 本报有奖纠错可以领奖啦！

本报讯 9月 11日，西南地区首

个“HUD特殊 II类运行” 在贵阳龙

洞堡国际机场启用。今后，在贵阳起

落的航班能在相对低能见度的天气

情况下正常起降， 航班因天气原因

延误的情况将进一步减少。

HUD即平视显示器（Head� Up�

Display），简称 HUD，是中国民航局

大力推广的四大航行新技术之一，

最早用于军机， 这项技术就是飞机

驾驶员通过专门的飞行仪表和导航

数据跟随 HUD 指引飞行， 从而降

低航班起飞及着陆的天气标准。

据了解， 贵州地区冬春季节容

易出现低云、低能见度天气，给飞行

安全、 航班正常等工作带来极大挑

战。因此，提升低能见度下的机场运

行保障能力， 成为贵州省机场集团

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该项技术运用后， 贵阳机场飞

机降落的天气标准由原来的云高最

低 60 米优化到 30 米， 跑道视程

（RVR）从 550米优化到 350 米，起

飞标准由原 400 米的跑道视程

（RVR）减少到 200 米的跑道视程

（RVR）， 极大地提高了贵阳机场

低能见度天气下的航班保障能力，

对提升贵阳机场航班正常率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据悉，在 2016 年民航局要求实

施 HUD 特殊Ⅱ类运行的上海虹桥

等五个机场中， 贵阳机场是继郑州

机场后第二个实施 HUD 特殊Ⅱ类

运行的机场。

（汪雅成 陈辰 杨皓钧）

启用航行新技术

减少航班延误

龙洞堡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