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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服务”展示开放创新包容
11 月的上海， 憨态可掬的进博会吉

祥物大熊猫 “进宝” 手捧四叶草， 笑迎

八方宾客。 五洲交汇、 万商云集， 一首

主题为进博会的全球经贸交响曲在此奏

响。 “进博会时间”， 成为欣赏这座东方

魅力之都的最佳时机。

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 而是各国

的大合唱。 进博会放在上海举办， 并且

要年年办下去、 越办越好， 这既是中央

对上海的信任 ， 更是上海的重大机遇 。

为了这场盛会， 上海全城动员、 全力以

赴 ， 紧紧围绕 “办出水平 、 办出成效 、

越办越好”， 对标世界最高标准、 最好水

平， 以最严要求、 最优服务确保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落实落地。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基础设

施升级、 保证交通 “血脉” 通畅、 确保

通信网络稳定与能源供应充足……交通、

电力 、 通信 、 安保等各部门挂图作战 、

压实责任、 精益求精， 在善用现代科技

手段的同时， 又以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

巧心， 提高精细化水平， 以一流 “上海

服务” 保障进博会， 为各方来宾提供一

流参展体验， 让全球伙伴更加真切感受

上海的开放、 创新、 包容， 感受中国以

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 与各国携手共赢

的底气与自信。

■本报记者 邵珍

志愿者们在欢送声中结束了首届进博会最后一天的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小红娘”看见企业牵手就开心
进博会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现场，有 400 余名翻译助理———

进博会 6.2 馆， 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

场地 ， 8000 平方米空间里 ， 320 张洽谈

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每张洽谈桌前都

能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黄色身影———她

们是对接会上的翻译助理 。 令人关注的

是， 她们均非翻译专业科班出身 ， 而是

来自中国银行的普通工作人员。

大量国外参展商的加入 ， 使得进博

会产生了庞大的翻译需求 。 中国银行特

地选拔了 408 名外语能力优秀的员工担

当对接会的翻译助理。 来自中国银行江

苏省分行营业部的李尚有幸成为其中的

一员。 李尚曾经在美国、 英国留学 ， 这

是她进入初选的重要原因 。 此后 ， 经过

激烈的笔试、 面试厮杀， 通过层层选拔，

她成为一名翻译助理， 为远道而来的展

商、 客商提供翻译服务。

首日就敲定一个“大单”

这几天 ， 李尚每天都觉得自己的

“大脑知识库 ” 在扩容 ： 澳大利亚的保

健品、 爱尔兰的工业应用软件 、 各类进

境商品报关手续和流程……她自认 ， 如

今对商务谈判和对外贸易算是摸到了点

门道。 看着她将展商的产品信息和诉求

清晰而流畅地翻译给客商 ， 很难想象她

自己所说的 “第一天当翻译完全是懵的

状态”。

李尚已经在银行工作三年 ， 还有着

留学英美的亮眼履历。 然而 ， 此前她在

银行主要负责个人信贷业务 ， 面对的是

中国客户。 一下子将她放到交易额几百

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商务会谈桌前 ， 她

难免会 “懵 ”， “第一天 ， 客户说什么

我就翻什么， 完全不清楚他们深层次的

需求。”

还有不少展商和客商看到了电子大

屏上的企业名单后， 临时起意报名参加

对接会。 接待这些从未听闻过的企业或

未曾接触过的行业， 李尚无法提前准备

背景材料， 只能在展商或客商说话间隙

抓紧一切时间在手机上检索企业的基本

信息。

幸运的是， 上岗第一天 ， 她遇到了

一个准备充分的卖家： 这是一个来自澳

大利亚的保健品品牌， 他们专门为此次

对接会准备了详细的中文宣传册 。 对接

过程十分顺利， 李尚帮助这家澳大利亚

保健品牌和国内一家主打母婴保健市场

的跨境电商平台达成了 4000 万美元的意

向合作 。 “这是我做成的第一笔大单 ，

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李尚说。

一波三折却“命中注定”的交易

谈及另外一单让人记忆犹新的交易，

李尚用了 “命中注定” 这个词语来形容。

当时， 她已经反复为这个展商匹配了数

轮买家 ， 然而由于双方需求无法满足 ，

因此一直无法达成合作。

“卖实体商品的都还算轻松 ， 更难

的就是卖软件服务。” 李尚告诉记者， 这

家参展商是来自爱尔兰的软件开发公司，

主要从事一款绩效管理芯片的后续维护

和服务工作， 应用于工业领域。

如此 “小众 ” 的需求 ， 要在展会现

场的短短数小时内匹配上 ， 其难度可想

而知。 首先， 李尚要找到使用这款爱尔

兰芯片的国内客商； 其次 ， 这家客商还

要对后续维护服务有需求。

就在李尚因为找不到适配客商而一

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不在名单里的客商

出现了： 一家来自广西南宁的企业在外

面的电子屏幕上看到了这家爱尔兰企业

的名字， 他们并不知道这家展商的具体

桌号， 只好一张张桌子寻过来 ， 等到他

们找过来的时候， 爱尔兰展商已经失望

地离开了洽谈桌。 李尚立刻与爱尔兰展

商取得了联系， 得到消息的展商立马从

楼下折返回到了洽谈会现场。

此后的洽谈过程极其顺利 。 李尚笑

称， 自己只要翻译几个数字就好 ， 展商

与客商之间凭借程序员才能听懂的代码

语言就顺利完成了交流。 为了给这家客

商更多选择余地， 李尚还主动提出需不

需要为其匹配更多展商供其选择 。 这家

客商的回应坚定且有趣： “我就是为他

来的， 不需要了。” “看对了眼” 的爱尔

兰展商和广西南宁客商直接在现场就签

订了意向合同。

李尚说 ， 自己就像是对接会里的

“小红娘”， 看到一对对企业 “牵手 ” 成

就感十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120万瓶水，后勤大脑来调度

A0 座楼 704 室里， 每个人说话声音

都不大， 但整个屋子呈现出神经紧绷的

气息。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办

公室， 位于 “四叶草” 叶片外围 ， 看上

去并不是人来人往的核心地带 ， 但进博

会期间的后勤服务全部由这里调动 ， 可

谓 “后勤大脑”。

过去一个月 ， 费凯平基本都在深夜

零时前后下班。 他办公桌跟前摆着一张

躺椅， 只要出现一星半点没人找他的时

间缝隙， 他就在躺椅上闭目养神 。 这种

机会并不多， 记者进博会开幕前采访他，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见他接了几通

电话， 说了几次对讲机， 被几个办公室

同事问话， 中途还出去处理了一桩急事。

费凯平是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

司企业服务党支部的党员， 从今年 3 月被

抽调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办公室 。

在这个百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 展会所

需的物资补给 、 车辆调度 、 人员接待 、

文件流转等等各种事务无限量地交织翻

腾。 大脑要像一台精确又灵活的计算器，

才能把这些 “信息线路” 安排妥当。

进博会期间 “四叶草” 消耗了约 120

万瓶矿泉水。 这些水从发货到进场 ， 再

到抵达数以千计的展位， 全在 “后勤大

脑” 的掌控中。 “最开始 ， 企业发货时

候没用托板 ， 我们卸货就没法使用叉

车 。” 他在手边的计算器上敲了几下 ，

“先期抵达六车水， 一共 1.8 万箱， 全靠

人工搬运， 一搬就是一天 。 工人人手紧

张， 我们都在现场 ‘监工 ’ 兼帮忙 ， 用

小推车， 一趟趟地把水运到楼上临时开

辟的堆放点。”

说话间 ， 桌上的对讲机发出声音 ，

“费老师， 货车司机打电话给我们了， 说

他从嘉定区开过来， 下午一点多钟才能

到。” 费凯平抓着机器， 想了想， “那叉

车你先用吧。” 费凯平有两台对讲机， 一

部用于日常联络， 一部处理应急突发状

况。 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这样的大

型场馆， 它们比手机好使。

进博会开幕期间 ， 费凯平和同事们

把大量精力转向接待工作 ， 他们必须事

先掌握像世界 500 强高管等嘉宾的行程

和动线， 以便安排场馆内有限的电瓶车

做好接送工作 。 “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 ） 共分四层 ， 地下一层 、 0 米层 、 8

米层、 16 米层， 我们不叫地下一层或一

层二层三层， 那样容易搞混 。 进博会开

幕前 ， 我们已经收到几十个单子 。” 费

凯平指指旁边埋头联络的同事 ， “跟人

确定一项行程需要来回联系好几轮 ， 过

程很琐碎。”

那位同事桌上放着吃了一半的袋装

蛋糕。 时间已是 12 点半， 几个人还没吃

饭。 办公室角角落落透露出 “加班 ” 的

记号： 柜子顶上整箱整箱的方便面和袋

泡茶， “若隐若现” 的半箱袋装小面包，

有的人脚下放着牛奶， 有的人桌边囤了

饼干……

筹办进博会的过程是千千万万个无

限细分的小任务， 正是这些认真的党员

群众， 夯实了这场盛会的重要保障。

■本报记者 钱蓓

5527名“小叶子”
担起进博会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祝越）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

顺利闭幕。 19 时， 进博会举办地 “四叶草” 闭馆一小时

后， 5527 名 “小叶子” 陆续离开场馆。 迎送人员手举荧

光牌 ， 站立在长廊两侧 ， 在志愿者离场时 ， 热情喊着 ：

“志愿者们辛苦了， 明年再见。”

本届进博会共招募 5527 名 “小叶子” 志愿者， 其中

包括 5286 名在沪高校学生、 152 名企事业单位在职青年、

29 名长三角苏浙皖志愿者、 24 名香港志愿者、 4 名 “一

带一路” 国家在沪留学生志愿者以及 32 名国事迎宾红领

巾志愿者。

据统计 ， 进博会期间 ， 志愿者服务在内外宾接待 、

综合服务 、 媒体服务 、 展商服务 、 行政服务等岗位上 ，

先后上岗 5 万余人次， 接待内外宾 86 万人次， 信息咨询

485 万人次， 提供了 23 万余次语言服务， 进行了 120 万

次交通引导， 为成功、 精彩、 圆满的进博会提供了有力

保障。

与此同时， 为配合进博会举办， 团市委在国家会展

中心 （上海） 周边区域以及机场、 火车站、 轨交枢纽和

部分商圈、 酒店、 旅游景点等地， 建立了 315 个城市志

愿服务站和近 250 支志愿服务队伍， 以优质的服务为进

博会提供保障。

上海出入境管理局
现场为展商延长签证
本报讯 （记者何易） 进博会最后一天的下午， 在国

家会展中心 （上海） 出入境办证咨询服务窗口， 来自新加

坡的刘梅英 （音译） 女士拿到了紧急办理的延长逗留期的

签证。

刘梅英是新加坡卓越医学美容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这次参加进博会， 她本以为只要待几天就可以返回新加

坡， 所以使用了上海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进入中国。 没

曾想， 到了现场， 不少采购商直接提出合作， 甚至希望引

入她的工厂和研发中心。

“如果不是进博会， 我们这样的小众品牌要被中国市

场接受没那么容易。” 刘梅英当场请示公司董事局， 准备

多留上海几天， 落实后期发展。 这时， 她发现免签逗留期

将于今天结束， 遂找到会场里的出入境办证咨询服务窗

口。 出入境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进博会外籍参展人员签证

延期绿色通道， 第二天就完成了她的签证制作， 并把完成

延期的签证送到进博会现场。

据了解， 考虑到外籍人士进博会期间的咨询、 办证需

求， 出入境管理局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开设出入境办

证咨询服务窗口， 配备了 58 名专业民警， 其中包括擅长

英语、 日语等 22 名翻译民警。 此外， 在浦东、 虹桥两大

机场也都设立了 24 小时服务专窗， 为急需入境的进博会

参展人员及时办理口岸签证。 11 月 1 日至今， 口岸签证

处已签发境外人员口岸签证 354 证次。

没有法律志愿者
1亿元合同就“飞”了

“您好,听说你们这里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8 日一早， 进博会法律服务团 1 号工作点迎来一名焦

急的咨询者：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采购商仲先生在展会上

看中了一艘美国品牌的游艇， 想现场下订单批量采购， 谁

知这家美国参展商没有准备合同文本。 “采购金额高达 1

个亿， 不签合同我可不敢买。” 仲先生担忧地说。

当日在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值班的史军律师接待了仲先

生， 他承诺： “今天闭馆前肯定让您拿到合同定稿。”

仲先生突然一拍脑袋： “光顾着说合同了， 都没问您

的律师费怎么收？”

“我们是志愿者身份， 在进博会法律服务清单范围内

都是免费服务。” 史军律师笑着解释。

次日一早， 仲先生和参展商签下合同。 1 亿元的采购

意向就这样达成了。

据悉， 为做好首届进博会法律服务保障工作， 上海市

司法局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1 号馆设立了进博会人民

调解中心和涉外法律服务中心， 同时在各展厅设立七个工

作点， 还专门研发了 “进博会涉外法律服务” 小程序， 可

提供实时法律咨询。 据不完全统计， 进博会期间， 市司法

局 （进博会） 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和人民调解中心已经接待

来自美国、 德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咨询 56 件，

线上小程序也提供了 100 余次咨询。

■本报记者 何易

办公室角角落落透露出
“加班”的记号：柜子顶上整
箱整箱的方便面和袋泡茶，

“若隐若现”的半箱袋装小面
包，有的人脚下放着牛奶，有
的人桌边囤了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