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家具展 西博城4天迎客15万
这是中西部最大家具展，首次采用“一城双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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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4天的展会期间，新区交警采
取交通组织措施，西博城禁止无证车辆
进入，依托“四个强化”措施全力做好本
次展会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参会人
员出行安全畅通和展会周边道路交通
秩序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了展会期间的
交通安全保障任务。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在整个保障
中，新区交警充分借助天网监控实时掌
握现场交通状况，一旦出现拥堵，立即
启动疏导分流预案，远端从天府大道鸿
阁路口、梓州大道海洋路口实施逐级分
流；近端加强科学城立交处车辆的疏
导；周边严格实施福州路、蜀州路、宁波
路、汉州路、厦门路临时交通管控，确保
交通顺畅。
何若鸿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运力保障
1327班公交疏运6.5万余人

为了全力保障第十八届成都国际
家具工业展览会的举行，确保参展人员
的顺利到达，展会期间，成都公交集团
开通了地铁广都站至西博城和新会站
中心至西博城的两条专线，并在西博城
区域开行了社会车辆停车场至西博城
的摆渡线路，圆满完成了展会期间的公
交保障任务。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展会期间，成
都公交集团共派出车辆626台次，发车
1327班，疏运65236人次。其中，按照新区
要求，在市公交集团的统一安排下，天府
公交公司在展会期间开行了西部博览城
至社会停车场的免费摆渡专线，确保参
展人员便捷到达，展会期间共发车992
班，疏运19800人次。同时，天府公交公司
还承担了展会期间的公交后勤保障工
作，为参加疏运的所有人员提供周到的
服务，为西博城的展出提供了坚实的公
交交通保障。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看到这个美食城瞬间就感觉幸福
了，终于不用吃半冷不热的盒饭了，里
面的套饭、面、粉之类的东西很多，还有
超市，很方便，价格实惠味道不错，环境
也很好。”6月7日，网友“雪落无声”在西
博城中央美食广场午餐后，在大众点评
上对西博城的餐饮美食给出了极高的
评价。天府之声记者从负责展会期间餐
饮服务的天投物业获悉，从6月7日～10
日，西博城中央美食广场累计为近7万
人次的参展商、观展群众提供饮食服
务，期间无一消费投诉及食品安全事
故，圆满完成了展会期间的餐饮保障
任务。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志愿服务
天投青年微笑亮相西博城

在第十八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
览会上，成都天投集团团委组织的青年
志愿服务活动，微笑亮相西博城；在展
现了新区青年建设者形象的同时，为展
会的顺利进行添砖加瓦。

在展会现场，成都天投集团青年志
愿者们身着醒目的红色志愿者服装，不
辞劳苦，顶着烈日为参展商和观展群众
提供场馆引导、信息咨询、交通指引等
服务。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第十八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
会，6月7~10日在成都“一城双展”，据主办
方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吸引了超过15万
人次来到西博城参观，场馆安防则成为展
会顺利举办的重要保障。

天府之声记者从天府新区公安分局
获悉，针对大型活动和场馆安保的实际特
点，新区首创将公安指挥部设立于西博城
场馆内部，实现了视频监控、紧急报警、警
力定位、人脸识别、人员计数、人群分析、
互联网安全管控、智能交通和消防管理等
九大功能；同时开发的三维立体化防控平
台，实现了多系统的一平台立体展示，这
是在全国场馆安防的首创应用。

三维立体化防控平台
全国场馆安防首创应用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早在2015年8
月，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公安立体化防控
建设就立项展开。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和
成都市公安局对防控体系建设十分关心，
多次实地查勘、指导建设。针对大型活动
和场馆安保的实际特点，天府新区公安分
局以科技强警、信息化建设理念为引领，在
借鉴天府广场、春熙路、高新会展及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等地
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防控方案，以
防暴恐、防踩踏、防盗抢为重点，首创在博
览城内设立公安指挥部，实现了九大功
能，构建了一流的场馆安保防控体系。

据悉，西博城公安指挥部包括决策大
厅、指挥大厅、值班备勤室、公安机房、音控

装备等功能房间，面积近700平方米。展馆内
设置了3个警务工作站和3个微型消防站。

九大功能包括，视频监控、紧急报警、
警力定位、人脸识别、人员计数、人群分
析、互联网安全管控、智能交通和消防管
理。同时还开发了三维立体化防控平台，
实现了多系统的一平台立体展示，这是在
全国场馆安防的首创应用。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向天
府之声记者介绍，平台采用先进的图形交
互技术，可360°任意旋转、无死角三维展
现西博城建筑结构；平台首创3D图形交
互及实景混合技术，将1942个视频监控无
缝融入三维场景，以实时的动态图像立体

展示室内外全貌；平台还融合接入了可视
报警、警力定位、单兵4G图传、人员计数、
人群分析等业务系统，将传统平面独立的
安防系统提升至三维立体空间范围、高度
融合呈现与信息交互，全方位、立体化地
掌控了整个西博城的场馆运行状况，一旦
出现相关警情，平台可立即预警，为指挥
部精确定位、快速处警提供高效精准的决
策依据。

三层防控网
构筑公安立体化防控体系

此外，西博城还采用三层防控网，构

筑公安立体化防控体系：
第一层防控网是最远端的道路交通

防控网，指挥部接入的交管局智能交通系
统和天网系统，对西博城周边路网的车流
情况进行实时查看，对车辆进行分流、流
量管控。

第二层防控网是西博城周界和广场
防控网，周界通过内置钢筋的植物绿篱，
美观地与外围道路进行第一层隔离，在内
层环展馆道路，还构筑了铁质护栏，对展
馆人流进行二次分流，控制人群流向，避
免拥挤踩踏。4个视频监控高点和147个普
通监控点对周界和广场区域实现了监控
无死角全覆盖。高点监控能一目了然地掌
控区域全貌，对重点对象还可快速框选拉
近追踪。广场区域的执勤警力可通过手持
警务终端，在三维立体化防控平台进行定
位，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指挥部立即调度
执勤警力前往处置。

第三层防控网是室内展馆核心防控
网。6个视频监控高点，1687个普通监控
点，76个人像识别摄像机，23个人群行为
分析摄像机，91个吸顶式人员计数摄像
机，30个紧急求助报警柱，一系列先进的
技防设施共同构筑了对室内展厅的全方
位立体化防护。

据悉，大厅内的群众可通过30个求助
报警点报警柱的一键式按钮向指挥部报
警求助。

不仅如此，指挥部接入了消防控制系
统，实时接收消防报警信号，紧急情况下，
可对全馆进行广播。

刘志远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西博城展出面积
达18万平方米

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是中国三
大家具展之一，被中国家具协会评价为

“中国家居内贸首选平台”。本届家具展首
次实行“一城双展”模式，在西博城和新会
展同时开展。展出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68.75%。

其中，西博城展陈内容分为四大板
块，分别在A、B区1号厅~4号厅、C区一层5
号厅、6号厅、9号厅展示成品家具，D区14
号厅~16号厅展示家具生产设备，C区二
层7号厅、8号厅、12号厅展示小件家具，C
区一层10号厅、11号厅和二层13号厅展示
家具原辅材料，展出面积18万平方米，占
展出总面积的69.2%。

成品家具、定制与智能家居、办公家
具、软装家纺、中式红木、户外家具、家具生
产设备及家具原辅材料……本届成都家具
展不仅实现了展出规模的大幅度提升，更
拓展了参展板块，覆盖到了家居全产业链。

打造中西部第一
“定制与智能家居专馆”

今年，四川家具领军品牌移师西博
城，以更大规模、更高品质亮相在全国观
众面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成都家
具展，“成都造”品牌家具企业展示面积超
过10万平方米，是“成都造”单行业最大规
模的展示，集中展示了其在原创设计、智
能制造、智慧营销等方面的成果成就，彰
显了川派家具的超强实力。

此外，本届成都家具展还与国家级行
业协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及四
川省建材家具装饰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引
入定制、智能家居顶尖品牌，对标广州和

上海家具展打造了“定制与智能家居专
馆”，该专馆展览规模达4万平方米，位居
中西部第一，全国一流。

获得德国红点奖的大信家居、登陆A
股市场的家居行业首只百元股尚品宅配、
目前定制行业跨越最长产品线的全案供
货商KD……第十八届成都家具展上，20
余家国内一线定制家居品牌亮相“定制与
智能家居专馆”，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携手英国展览公司
明年将开“国际馆”

6月7日，在第五届中国家具产业发
展（成都）国际论坛上，成都家具展与成
立于1896年的英国每日邮报集团旗下
的 DMG 展 览 公 司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2018年，成都家具展将引进DMG展览公
司旗下的国际家居暨室内装饰博览会
（Index），开设国际馆。

这是今年4月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
会暨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获
得UFI认证后，成都家具展在国际化发展
方面的第一个重大突破。

今年10月，成都家具展还将推动优秀
的“成都造”品牌家具企业参与国际家居
暨室内装饰博览会印尼展（Index Indo-
nesia）。该展会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室
内创意展会，“成都造”家具企业有望通过
此次参展，进一步开拓东南亚、中东、大洋
洲等国际市场，向全球展示“好家具·成都
造”的风采。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摄影 王天志

现场
直击

66月月 77~~1010日日，，
作为中国三大家具作为中国三大家具
展之一的第十八届展之一的第十八届
成都国际家具工业成都国际家具工业
展览会在中国西部展览会在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城国际博览城（（简称简称
西博城西博城）、）、世纪城新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简简
称新会展称新会展））举行举行。。本本
届成都家具展首次届成都家具展首次
实行实行““一城双展一城双展””展展
出模式出模式，，顺利通过顺利通过
全 球 展 览 业 协 会全 球 展 览 业 协 会
（（UFIUFI））认证认证，，成为中成为中
西部规模最大的展西部规模最大的展
会会、、第一个实现第一个实现““一一
城双展城双展””的展会的展会、、第第
一个展出规模达到一个展出规模达到
2727万平方米的展万平方米的展
会会、、展出规模最大展出规模最大
的的UFIUFI认证展会认证展会。。

现场观看家具制作过程

开展当天上午10时许，当记者来到
西博城的时候，参展的市民正在排队进
入会场。

进入场馆内，每一个展馆展位都井
然有序。展位与展位之间的通道比较宽
敞，展馆门口、展厅门口、扶手电梯以及交
通大厅的重要节点上都有志愿者服务。

据统计，4天内共有15万人次到西
博城观展。

各地的家具机械生产厂家直接把
最先进的家具设备抬到现场。自动化
的机器不仅能精准切割各式板材，还
能自动为大大小小的板材贴上条码；
很多柜类家具最吸引人的就是柜门，
在这里还能看到如何用机器制作各种
造型的柜门。

逛展西博城很方便

虽然目前西博城旁的地铁交通枢
纽尚处于加快建设中，但相关部门的提
前谋划，让市民也能够非常便捷地前往
展览现场。

在西博城西侧，就是本次展会免
费公交专线的停靠点。市民可以乘坐
地铁1号线，在广都站出站；或者在新
会展中心广场，都能乘坐免费公交直
达西博城。下车地点就在西博城入口
处不远，步行就能逛展了。另外，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辖区内的T1、T6两条
免费的公交线路，也能帮助市民抵达
西博城。

自驾车逛展的市民，也非常地方便，
组委会专门规划了临时停车场。除了能
乘坐往返于会场的摆渡车外，众多共享
单车也是抵达会场的便捷方法之一。

西博
风采

九大功能 构筑西博城牢固安保防线
三维立体化防控平台，实现多系统的一平台立体展示，系全国场馆安防的首创应用

餐饮美食
西博城美食大受好评

精挑细选

反复比对

西博城的展览吸引众多市民前来

新区公安指挥平台，可全方位、立体化地掌控场馆运行状况

食品安全
取缔“野盒饭”近6000个

6月7~10日，第十八届成都国际家具
工业展览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和
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同时举行。记者从新
区食药监局了解到，为确保本次展会顺
利开展，特别是展览期间的食品安全，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食药监局超前谋
划，严格执法，坚持24小时代班值守和全
程驻点监督，共取缔了“野盒饭”5900余
盒，督促整改食品安全隐患12个，基本实
现了本次展会“零事故”“零投诉”的食品安
全秩序。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交通安全
圆满完成交通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