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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前后，强化疫情防控，对入境
参会人员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按照《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参展参会人员入境
前，落实为期14天的自主健康监测；入境
时，落实100%健康申明、100%体温检测
和100%核酸检测；入境后，在指定宾馆
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健康隔离观察，并
在第5天和第12天分别进行核酸检测。

不只是入境人员，所有参展参会人
员、展区内工作人员也将全员核酸检测，
在首次入馆时必须具备7天内有效的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往届进博会不同，今年进博会展

区内将不零售冷冻生鲜食品，禁止试吃
未经“全熟加工”的冷冻生鲜食品。同
时，规范进口冷链食品采样、监测和消毒
工作，强化冷链食品全链条防控，关键岗
位人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说，
进博会期间，要求参会人员每天开展自
主健康监测，进入展区后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新华社上海11月3日电）

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
是文化和理念。4日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将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围绕“同舟
共济应对挑战、开放合作共享未来”主题，
共话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全球经贸合作。

孙成海介绍，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
打造成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公共平

台，为世界提供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届进博会还将举办上百场高规

格、高水平、高质量的配套活动，增加国
家级步行街、中国旅游等人文展示项
目。意大利将带来首个境外人文交流展
示活动，展现该国55个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按照进博会疫情防控要求，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馆内人数不得超过最大承载
量的30%。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
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尚玉
英介绍，第三届进博会入馆人数规模因此
大大压减，但今年专业采购商报名仍十分
踊跃，达到40万人，共组建39个交易团、
近600个分团，注册单位11.2万家。

报名注册的采购商中，年营业额10
亿美元以上的达到2238家，年进口额1
亿美元以上的有近1400家。从行业结构
看，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企业采购商
占比排名前三，分别为 30.6%、16%和
8.2%，这与进博会展区行业设置匹配度
较高。从企业性质看，境内企业中，有
5.35万家为民营企业，占比超六成。

第三届进博会新设公共卫生防疫、
节能环保、智慧出行和体育用品及赛事
等4个专区。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展示国际先进公
共卫生防疫产品、技术、服务，包括前期
防护产品口罩、防护服、消杀产品等，中
期的检测试剂、CT机等检测类产品，以
及ECMO（体外膜肺氧合）、呼吸机、急重
症监护等治疗阶段产品。据统计，该专

区展示的博毅雅呼吸机，有超过8000台
投入到全球抗疫中。

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产业发展有一
定影响，但危中有机，全民对健康生活方
式的重视和追求也催生出新机遇。运动
品牌耐克今年首次亮相进博会，耐克体
育（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高级活动市
场总监林思颖说，耐克将着重展示其在
零废弃和零碳排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第三届进博会共设立六大
展区：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医疗
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服务贸易
展区、消费品展区、汽车展区、技
术装备展区。

技术装备展区“硬核”展品
密度高。该展区展示的约翰迪
尔8R拖拉机，配备专属6缸9.0
升24气门高压共轨发动机，被
称为“最强劲的拖拉机”之一；维
特根就地冷再生机可一次性再
生3.8 米宽、0.3 米厚的沥青路

面，施工效率极高，被业内称为
“最高效路面维修设备”；贝克休
斯AutoTruck钻井工具用于陆
地及深海油气开发，可实现最长
3000米水平钻井。

在汽车展区，世界前七大
整车集团悉数到场。丰田氢
燃料电池版柯斯达商用车、全
碳纤维超级跑车-Apollo IE、
氢燃料重型卡车 XCIENT 将
在这里和采购商及参展观众
见面。

尽管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但各国企业
参展积极踊跃，第三届进博会总
展览面积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
方米。

与此同时，世界500强及行
业龙头企业积极参展，回头率超
过70%，美国福特汽车、法国路
易达孚、美国高通、瑞士罗氏等
均连续3年参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孙成海说，世界500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参展数量达到往届规
模，众多企业将进行“全球首发、
中国首展”，展品和服务体现国
际一流水平。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
长孟樸说，今年进博会更具特
殊意义，高通将借助进博会平
台进一步推进与中国伙伴的合

作，围绕技术研发等开展协同
创新。

新朋友也不断加入“进博
朋友圈”。今年首次签约的全
球著名精品工业集团历峰，拿
下 500 多平方米的展览净面
积。首度参展的优衣库母公司
日本迅销集团，签下1500平方
米的展位。

首次参展进博会的商业地
产服务商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
裁李凌说，进博会不仅促进贸
易往来，也积极带动投资；不仅
提供商品进口，也帮助企业获
得服务。“参加进博会是我们提
升知名度、扩大业务的好机
会。”他说。

据介绍，还将有30个最不
发达国家参展第三届进博会，展
览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敲黑板：“双11”促销套路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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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三
四大专区紧扣市场热点

看点四
采购商达40万人，结构进一步优化

看点五
线上与线下结合，商业与文化交融

看点六
强化疫情防控，严格管理食品冷链

看点二
六大展区“硬核”展品吸睛

看点一
“进博朋友圈”扩大，参展企业质量更高

11月4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将在上海举
行。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第三届进博
会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6

11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高地街道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在核查超
市内的进口冷冻食品追溯信息。 新华社发

2020年10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实
现单月突破400万标准箱，以420万标准箱刷新
月度历史纪录。

图为 11 月 3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
码头。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北京确保进口冷链食品
渠道清晰、全部可追溯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
破历史纪录

新疆11月3日新报告
确诊病例2例
无症状感染者116例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月 3日电 （记者潘莹
李志浩）11月3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希江表
示，11月2日24时至3日20时30分，喀什地区
新增确诊病例2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6例，均来自当地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人员。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
11月3日20时30分，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
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345例。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
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健11月2日介绍当地
疫情时表示，相关流调初步结果显示，阿克陶县
15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喀什地区疏附县疫情相
关联，流行病学呈现高度一致。

中国新闻工作者
援助项目名单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中国记协3日发
布2020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援助名单和
金额，3家中央新闻单位和19个省（区、市）46家
地方新闻单位共68名新闻工作者获得援助。这
是中国记协连续第七年对因履行新闻工作职责殉
职、伤残或重病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援助。

湖南益阳市广播电视台邓晓捷等6人为因公
殉职，分别获30万元援助金；新华通讯社徐勇等3
人为因公突发疾病去世，分别获10万元援助金；
吉林广播电视台王靖文、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蒋亚
明等23人为因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积劳成疾罹
患大病，分别获5万元援助金；内蒙古呼伦贝尔日
报社张晓琦、安徽含山县融媒体中心王家斌等17
人为因公导致九、十级伤残或因重病导致家庭生
活困难，分别获3万元援助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杨雨婷等19人为在工作中受到轻伤，分别获1万
元援助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赵旭 孙蕾）
在3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徐和建表示，北京继续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监
管，要确保进口冷链食品渠道清晰、全部可追溯。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举行
据新华社长沙11月3日电（记者谢樱、史卫

燕）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信部联合主办的2020
世界计算机大会3日在湖南长沙举行。17位中外
院士、1位图灵奖获得者、百余名政企高层汇聚一
堂，围绕产业生态、计算芯片、网络安全、5G、工业
互联网等热点话题，分享行业最新成果，探讨产业
前沿技术。

本届大会以“计算万物·湘约未来——计算产
业新动能”为主题，包括1场开幕式暨主论坛、5场
专题论坛、2场名家讲堂、1场产业对接会以及1
场创新技术和产品应用成果汇报，现场设1000平
方米展示区，全面展示计算机及应用领域优秀创
新技术与应用成果。开幕式上发布了2020中国
先进计算百强榜总榜单。新华社发套路多多

今年“双11”，各大电商平台提前
掀起一波促销高潮，销售周期比往年
延长，从11月初拉长至明年春节前
夕，再加上商家多种多样的“满减”“补
贴”等促销手段，让广大消费者“目不
暇接”“眼花缭乱”，甚至感觉不买就吃
亏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结合近年来消
费纠纷调查，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谨
防促销套路。

直播带货“槽点”多

各大电商平台的主播们卖力讲
解、分享体验，加上粉丝们刷屏的评论，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通过直播下单购
物。当前，网络直播的购物方式越来越
普及，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消费陷阱。

据中消协调查统计，消费者投诉的
“槽点”主要有：直播带货商家未能充分
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部分主播在直
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
或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题；产品质
量货不对板，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
劣商品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

单造假“杀雏”；主播将消费者引至第三
方，该平台信用资质不佳或是引诱消费
者进行私下交易；部分商品售后无保
障，消费者难享“三包”权利等。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要提前做足
“功课”，不被各种“假优惠”陷阱误导。
建议消费者不轻信商家的“特价”“清仓
价”“全网最低价”等宣传，购买商品前
要货比三家，先了解商品的大概市场价
格，再对商家促销活动是否有实际优惠
进行评估，警惕“明降实涨”等价格陷
阱，避免受不实促销诱惑而冲动消费。

优惠活动“水分”多

红包活动一直以来是各大电商平
台吸引用户、提升销量的惯用手段，有
时候这些红包活动看似优惠多多，实
际上却很鸡肋。

有消费者反映其在某网络购物平
台参加抢红包活动，一共抢到了900
多个红包，但实际优惠金额累计不到
10元，花费了很大精力，最后只有满满
的失落感；有的商家使用“限时抢购”

“爆款秒杀”“巨惠特卖”等极具诱惑力
的宣传用语来吸引消费者下单，实际
上是“先涨后降”的套路；还有的优惠
活动可能就消费期限、商品品类、消费
金额等设置一定的“门槛”，消费者达
不到这些门槛，就不能享受到优惠。

中消协提示：面对各种促销、优惠
广告，消费者首先要保持理智，树立科
学消费、理性消费意识，根据自己或者
家庭的实际需求选购商品，不被商家的
各种促销活动冲昏头脑。在面对商家
为“清库存”而进行大促时，消费者最好
先清理一下自己的“库存”，也许家里还
囤积着上次大促时血拼的商品。因此，
建议消费者量需而入，千万不要为自己
并不需要的物品再浪费精力和金钱了。

售后服务诟病多

一些商家重视销售、轻视售后服
务，如不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不
向消费者提供购物发票、售后电话无
人接听形同虚设、商品存在明显的质
量问题却要求消费者去鉴定、不履行

“三包”义务、对消费者退货或者退款
请求拖延处理等。

有的商家为了冲击销量而虚标库
存，还有的商家打出“秒杀”“竞拍”等低
价促销活动，吸引大量消费者下单购买
后，商家或是迟迟不发货等待消费者主
动取消订单，或是以“订单异常”“商品
缺货”“操作失误”“系统错误”等借口为
由单方面强制“砍单”，由于下单的消费
者数量较多，若商家不能妥善处理，极
易引发群体性消费纠纷。

中消协提示：资质齐全、信誉较高
的商家，其经营行为相对较为规范，商
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也有较高的保
障。消费者千万不能贪图价格便宜就
登录陌生网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进行
交易，更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
QQ等进行私下交易，以免吃亏上当。

消费者要注意索取并保存购物凭
证以及相应的商家承诺，通过网络购
物的，还应将订单信息、购物聊天记录
等留存，作为维权证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
者赵文君）

？

关注第三届进博会

11月3日，一名工作人员
从展馆内走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