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保：“管理无感安全有感服务有感”

以“智慧公安”建设为支撑，把对市民生活影响降到最低

“智慧公安”建设已初见成效，进博会安

保将是最好的检验展示平台。记者昨天获悉，

上海公安机关已制定第二届进博会上海市安

全保卫组和市公安局两个层面的总体方案，

明确了安保工作具体任务， 划分了备战、临

战、实战三个任务阶段。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警方将以智慧公安建设阶段性成果为支撑，

力求实现“管理无感、安全有感、服务有感”，

把安保工作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核心安保区缩小一半多

最大限度地减少扰民， 尽可能做到不扰

民，是进博会安保工作的最高追求。市公安局

负责人表示，与首届进博会相比，第二届进博

会规模更大、来宾更多，做好安保工作更难，

今年进博会安保工作将分为两个阶段： 开幕

式期间，上海警方将采取一级勤务模式，勤务

范围将从去年5平方公里缩小至2平方公里；

其他时间将采取一般勤务模式， 一般不实施

区域风险管控措施， 通过增加警力、 合理布

控，做好进博会安保工作。

对于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及周边区域的交通情况，上海公安部

门将加大警力投入，通过现场及时疏导，防止

出现长时间、大面积拥堵。将统筹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及周边区域的停车位资源，最大限

度缓解停车难问题。 同时，建好、用好升级版

智慧交通系统，加强对重点路网、重点路段动

态交通的掌控、调度，提高通行效率。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上海公安机关将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改进警卫形式、 减少

警卫工作扰民的要求和举措， 除一级加强警

卫外， 对其他警卫活动将采取绿波通行的交

通保障形式，做到不封路、不封街、不封市。

市公安局负责人表示， 进博会是国际盛

会，中外政要、客商云集，在特定时间和某些

特定区域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在所难免， 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民生活， 恳请广大市

民理解、支持、配合。

17种证件已缩减到5种

去年首届进博会时， 有展商客商反映证

件繁多问题。市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去年展会

第一次办，又有各种产品商品展示，前后还有

几十万人参展，所以共制定了17种类别证件。

今年经过公安部门和相关单位反复研究论

证，已制定第二届进博会注册方案，证件管理

方面有很大优化提升，17种证件现在已经缩

减到5种。同时，实现了一些数据共享，包括注

册、制证系统的网络联通。

“流金岁月”辉映新中国非凡成就
“花灯锦簇”祝福进博会越办越好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第二届进博会成功举办，申城全力营造一流城市形象

夜晚时分 ，当音乐响起 ，喷泉水流腾空

而起，随着旋律变换出形态各异的水柱和水

花……眼下， 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正在经历华

丽升级，今年国庆前夕重新开放。

此次， 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是在保留市民

游客“记忆中模样”前提下，进行以修缮恢复

为主的改造，大大提升景观效果。 不仅如此，

环绕的大型绿化主题景点将烘托 “情怀”主

题，追忆似水流年。

据市绿化市容局介绍， 目前市容环境保

障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为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和第二届进博会成功举办， 全力

营造一流城市形象。

主题景点表达美好祝愿

形象各异、精美绝伦的植物造景，总能吸

引大量视线，市民亲近绿色、融入绿色、享受

绿色方式有了更多选择。

在浦东陆家嘴环岛， 主题景点正在紧锣

密鼓地加快建设。 今年“东方明珠”环岛主题

景点面积约1800平方米， 紧扣国庆和进博会

主题，演绎“同心共荣”。 巨型花卉“丝带结”，

寓意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进，建设“一

带一路”，共享共荣实现中国梦。

“双迎 ”期间 ，该景点以何氏凤仙 、一串

红、玉龙、玛格丽特等丰富的植物搭配，体现

精致园艺与时代气息。待到华灯初上时，景点

中的动感灯光秀将扮靓国庆赏灯之夜。

世纪大道砂岩广场的“流金岁月”景点有

1500平方米，被塑造成流动水波型花境，选用

醉蝶花、三色堇、地被菊、圣诞花、大花海棠、

粉杜鹃、金边凤尾兰等花卉，传递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团结一心、风调雨顺等美好寓意。

世博大道上南路口主题景点“花灯锦簇”

的创意，则来源于传统的灯笼与剪纸民俗，暖

色系花卉组成的大型牡丹花与绿植组成的大

型树叶， 再加上内部开满鲜花的大型灯笼花

钵，表达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祝愿。

微治理任务完成95.9%

城市景观在紧张改造的同时， 不应使城

市日常运行受到影响， 这考验着管理者见缝

插针统筹协调的“绣花功夫”。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各区围绕重要区域实

施的473大项、2306小项市容环境整治类工程

性项目中，近八成已完工；重要通道两侧238处

建筑物外立面整治提升已完成近百处。

今年以来，上海每月都会开展“清死角、消

盲区、大冲洗”城市清洁行动，累计清除死角盲

区数量8263个次，清除垃圾量6067.3吨。 管理

部门水陆联动、联合清扫，强化了黄浦江、苏州

河等核心段水域精细化保洁。 在零星乱设摊、

高速高架乱张贴、外立面乱设置、单车乱停放、

绿地乱抛物等五项微治理方面，共锁定1250处

点位、任务807项，目前治理完成95.9%。

■本报记者 何易

运输“热力图”描绘进博会“朋友圈”

第二届进博会各国展品相继从世界各地启运———

今天，距离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50天，

但进博会“朋友圈”早已忙活起来，来自意大利的经典风味

面包、来自瓦努阿图的卡瓦酒、来自捷克的水晶……第二届

进博会首批展品经仔细装箱打包， 从遍布世界的各大港口

启程，将于10月初陆续抵达上海，并在“四叶草”揭开面纱。

这些漂洋过海的展品，在终端的实时跟踪屏幕上，是一

个个带着红点的标记，组成了进博会的运输“热力图”，一端

连着进博会“朋友圈”，另一端连着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中国，

无形中架起了促进贸易全球化的桥梁。一件件展品背后，不

仅表明东道主的热情好客，也展示出“上海服务”的细心与

贴心。

展品“漂洋过海”，带着期盼而来

“开船啦！” 当地时间9月7日下午， 希腊比雷埃夫斯

港， 装载着2.1万个标准箱的中远海运货轮启程前往上海。

船上，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展品经由多

条航运支线集结在一起， 其中一个集装箱装着意大利知

名品牌传统风味面包， 这也是这一品牌首次漂洋过海来

华参展。

意大利今年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进博会， 参展商已经

为此做了准备充分。 8月底，Pharsmart公司便早早着手展品

装箱启运事宜，其参展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于8月28日

在托斯卡纳省比萨城装箱， 集卡车队于29日抵达热那亚集

装箱码头。9月2日，包括Pharsmart公司展品在内的首批意大

利展品装船运往上海。

除了意大利之外，进博会“朋友圈”各国、各地区参展商

品也都纷纷启运。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卡瓦”是一种

不含任何酒精、带有薄荷醇味和淡淡草木香的饮料，清热解

渴，敬“卡瓦”是瓦努阿图人最重要的待客礼仪之一。 8月22

日下午，包括“卡瓦”在内的展品在首都维拉港装船出运。

9月8日，载着土耳其展品的两个40英尺集装箱自伊斯

坦布尔昆波特港装船启程，伊斯坦布尔矿产和金属出口商

联合会旗下20多家企业的150多种明星产品， 将在进博会

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搭起一座具有浓郁土耳

其风情的“大巴扎”。 按计划，这些展品将于10月15日运抵

上海。

“朋友圈”扩大，共享中国开放红利

数据显示， 第二届进博会无论是展览规模还是参展范

围都将超过首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

报名参展。进博会“朋友圈”不断扩大，也是我国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意双边贸易额以54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今年

前七个月，在国际经贸形势整体不稳定的情况下，中意贸易

额仍达到315亿美元，保持平稳增长。 一位意大利参展商告

诉记者，意大利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进博会，认为进博会是

展示“意大利制造”的舞台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机遇。 来

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20余家意大

利高端和特色企业报名参展，涵盖装备、汽车、高端消费、品

质生活、科技生活、医疗保健和农产品食品等诸多领域，参

展面积约6600平方米， 参展企业数量和面积均排在欧洲第

二位。

智利与中国相距1.9万公里，但智利樱桃早已为我国消

费者所熟悉。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局长克里斯蒂安·罗德里

格斯告诉记者，他去年有幸参加了首届进博会，感受到中国

对于全世界产品的开放与包容。他透露，去年智利带来了新

鲜水果和海鲜，而阿里巴巴、华为等中国企业也已相继在智

利落地发展，这正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好体现。

去年进博会，瓦努阿图食品、饮料等土特产第一次来到

上海， 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展品受到参观者广泛关注和好

评，为进入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 时隔一年，瓦努阿图参展

商又一次带着珍贵的礼物和遥远的祝福， 踏上了跨越太平

洋的商贸之旅。

展品背后有服务，展现东道主贴心

“朋友圈”携展品而来，背后的运输服务则体现着东道

主的细心与贴心。

无论是意大利传统风味面包还是药妆产品、保健食品，

对于运输环节都有着几近严苛的要求。 中远海运集团欧洲

公司副总经理王松文表示， 为了保证传统风味面包的新鲜

和品质，承运方专门设计包括出口报关、上门提货、临时仓

储、 装箱、 海运等多种服务项目的端到端全程冷链解决方

案，从工厂提货，到目的港上船，再一路护送进入展厅，全程

保证恒温， 争取使上海客商品尝到的美味能够像刚出炉的

一样。

中远海运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孙家康表示，作为第二

届进博会主场运输服务商， 中远海运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将为5.2H（国家展）、5.1H（科技生活展区）、6.1H（品质生

活展区） 三个展馆的参展商提供从展前展品运输、 文件准

备、展品提货、展品进馆、展台就位，到展后展品出馆、回运

的全程服务，进一步擦亮“上海服务”品牌。

虽然展品还未运达， 但海关已准备就绪 。 海关总署

口岸监管司副司长党晓红表示， 第二届进博会支持措施

和通关须知， 在延续首届进博会便利措施的基础上， 新

增了大数据管理平台应用、 食品注册审批等方面便利举

措。 与此同时， 上海海关还设立了保障进博会的专门机

构———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海关 ， 随时响应进博会需求 ，

确保海关政策支持力度， 更加有力地做好进博会监管服

务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史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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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障全力冲刺
溢出效应持续放大

闵行
城市配套保障进入冲刺

本报讯 （记者周渊）第二届进

博会大幕将启， 闵行区起草了 《关

于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带

动效应的实施意见》， 分招商、 贸

易、 产业、 服务、 形象五个板块24

个项目， 并明确了相关责任单位。

同时， 各项城市保障工作已进入冲

刺阶段。

据该区交通委透露， 结合首届

进博会接驳线路运营情况， 闵行区

拟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开通四条公

交接驳线路， 接驳轨道交通12号线

七莘路站、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与

周边轨道交通站点及停车场等地。

该区还围绕闵行制造、闵行服务、闵

行文化、闵行旅游四大元素，精心设

计四条特色参观线路。

记者从闵行区招商服务中心了

解到， 该区今年已从进博会展商名

录中筛选建立以世界500强企业、行

业龙头企业、 产业链上游企业为重

点的 “1500家重点招商信息库”，涉

及七大展区企业。 区招商服务中心

将这些重点参展企业进行精准分

配， 会前组织各街镇园区进行招商

对接，会中将实施项目专人跟踪，会

后将项目对接情况纳入重点招商项

目库进行闭环管理， 精准掌握对接

企业的落地进展情况。

长宁
推动创新政策优先落地

本报讯 （记者周渊）积极探索

多平台模式促成“展品变商品”、进

口博览会海关创新制度优先在长

宁区开展试点、九个保障组44家成

员单位为进博会保驾护航……在

总结首届进博会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长宁区再度举全区之力支持第

二届进博会。

在综合保障方面， 长宁区制定

下发 《长宁区2019年对接保障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行动方案》，设置综

合协调组等九个保障组， 成员单位

由24家增设至44家。

截至目前， 长宁区内的联合利

华、博世、依视路、英格索兰、卡特彼

勒等20余家企业已报名参展第二届

进博会，希华馆、易果生鲜、吉盛伟

邦、 深屹网络四个线上和线下平台

将参加进博会“6天+365天”交易服

务展示平台评选。

不久前， 上海海关已与长宁区

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开启第

三轮战略合作， 将推动进博会海关

创新制度、政策优先在长宁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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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环岛的“同心共荣”花卉主题景点效果图。 （浦东新区双迎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