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大脑”高效保障进博会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进场安检突破百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达 22.7 万人次，可以

说，这是检验上海“智慧公安”建设和精细化管理的一次大考。

据统计，10 月 23 日进博会安保实战阶段启动以来，全市报警

类“110”、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均呈两位数下降，报警类

“110” 在去年同期较常态下降 45.9%的基础上又下降 3.1%，

国家会展中心内报警类“110”零接报，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数同

比下降 47.7%，警方确保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日均 1200 万人

次的安全出行。

人员安检， 耗时不超过 3 秒； 车辆、 场馆客流一键管

控……人工智能、 物联网、 大数据等最新智慧公安科技成了

进博会的保障利器。

“智慧公安大脑” 将整个上海作为一个整体， 在全市域

由外及里， 通过市域卡口监测系统， 智能化街面安防设备，

社区、 楼宇的智能门禁、 烟感、 温感等安防 “神经元” 组成

了 “三道防线”， 逐层感知过滤各类风险隐患。 “智能头盔”

“智慧巡车” 灯也在进博会期间投入实战， 有效提升一线民

警感知和处置能力。 据上海警方介绍， 智能化改造 110 接处

警系统， 通过可视化智能化指挥调度系统与民警移动警务终

端的联通， 进博会期间， 对发生在展馆及周边的警情， 该系

统均在第一时间就近推送， 确保及时高效处置。 而经过升级

完善的警务大客流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感知展馆区域客流数量

和趋势变化， 让安保指挥人员对人流情况 “随时查看、 尽在

掌握”。

新组建的数据警察警种，实行数据“客服”民警 24 小时在

线，支撑一线民警实战处置，使民警到场时间平均缩短 20%、

警情处置时间平均缩短 35%。 依托“智慧公安”，上海已经构

筑起一张“无形的防护网”。

大客流入场疏散井然有序

第二届进博会参展和观展人数超过首届， 交通保障任务

容不得半点疏忽。但人们惊喜地发现，客流入场和疏散显得从

容不迫、井然有序。这一切，有赖于上海交通行业将5G等新技

术首次应用于大型活动的交通保障工作中， 实现了城市交通

保障智慧化应用体系的“2.0”版。

轨道交通经受了大客流考验， 约半数参展观展客乘坐轨

道交通进入展馆。其中，“进博会5G+智慧地铁平台”实现了轨

道交通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博三线”之间的运营协调，以

及徐泾东站、虹桥火车站站、诸光路站“进博三站”之间的区域

化联合指挥体系。

此外，大数据分析也运用到了公交保障任务中。久事公交

对去年进博会积累的数据和今年现场的客流数据进行及时分

析，同时，根据周边大巴士停车场停放的车辆统计数据，对当

天的短驳车辆进行准确投放。

数十万平方米的展会，加上分布于“四叶草”———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周边的停车场，不熟悉环境的参展人员一不小

心就会走入“迷宫”。在去年的基础上，市交通委开发的手机导

航App今年又有了升级版———集最新公告、出行导航、交通攻

略、资讯信息 、停车预约和进博会3D导览于一体的 “上海交

通”App。其中，3D导览对进博会场馆、21个场馆进出口、连廊、

道路等进行细节刻画和展示，覆盖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出

租车上下客点和公交接驳线等展馆周边交通信息， 方便展商

客商找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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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两“职”参与监管和服务

今年进博会，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以市场监管的统一身份

参与服务保障， 同时承担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和食品安全服务

保障两项重要任务。

数据显示， 进博会期间， 咨询服务工作组共计入场 128

人次， 累计接到咨询 64 件， 涉及企业登记注册、 消费者权

益保护、 CCC 认证、 食品安全、 药械化政策和知识产权等

条线， 咨询对象涉及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等地区国家以

及国内的参展商和观众， 全部通过口头解答、 发放资料、 系

统演示、 视频播放等形式现场答复。

市市场监管局需要每天对展馆及中央广场进行产品价

格、 知识产权、 广告宣传、 强制性产品认证、 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事项的全方位综合巡检。 共计出动 862 人次巡检， 巡查

了核心区特种设备 1860 台 （套次）， 对品质生活展区、 医疗

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中的 238 家药品、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展

商开展现场巡检， 巡检药品参展企业 461 家次、 化妆品参展

企业 786 家次、 医疗器械参展企业 651 家次。

通过食品安全保障指挥中心的 “科技化、 智能化” 远程

监控系统和四级联动机制， 市市场监管局对进博会保障的

220 家餐饮单位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监管。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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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况空前，进博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为期 6 天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昨天圆满落幕。 6 天来，全球各国的商品

和服务、文化和风情，再度汇聚“四叶草”；

开放合作、 开放创新、 开放共享的滚滚热

潮，在浦江两岸激荡。

181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

3800 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展， 超过 50 万名

境内外专业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按一年

计累计意向成交额比首届增长 23%……

精彩纷呈、盛况空前的进博会，持续提升着

自己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的聚光灯下， 作为进博会举办

地的上海，也进一步展现了“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用一流

城市环境和一流服务保障迎接四方宾客。

进博会成为交易采购首
选平台

进博会正逐步成为各行业新产品、新

技术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台。 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 据初步

统计，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或服务 391 件，高于首届。本届进博会专业

观众注册超过 50 万人， 其中包括 7000 多

位境外采购商，数量也大大超过首届。与此

同时， 采购商专业性更强， 境内企业中，

32%来自制造业，25%来自批发和零售业。

据介绍， 第二届进博会新品发布平台

共组织 53 场发布活动，推出多项新产品和

新技术。在 11 月 6 日至 8 日三天的供需对

接会上，来自 10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67 家

参展商、3258 家采购商进行了多轮 “一对

一”洽谈，达成成交意向 2160 项。

市商务委主任、进博会上海城市服务保

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华源透露，上

海交易团累计意向订单金额预计将超过首

届，智能装备制造、汽车、医疗器械及医疗保

健、化妆品等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类产品采

购踊跃。与此同时，本届进博会首个企业项

目———海克斯康华东区总部基地也于日前

落户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

“四叶草”全面提升参展
体验

为全方位提升展客商参会体验， 本届

进博会进一步创新工作举措， 着力提供更

加专业、便利、高效的一流现场服务。

孙成海表示，在餐饮供应方面，平均每

日餐饮供应量超过 25 万份， 同比增加近

10%，餐饮品类更齐全，共有 140 家服务商

参与整体餐饮保障工作， 数量和规模均高

于首届。 本届进博会还增加了地方特色小

吃、多国风味美食，满足不同国家展客商、

不同口味餐饮需求。为了让展客商实现“无

忧参展”， 进博会官方 App 功能设置更完

善、服务性更强、稳定性更高，下载总量达

28 万次，较首届增加 40%。 同时，一键连

WiFi 功能进一步完善，人均接入速度同比

提升 20%，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进博会的成功， 离不开现场的 “软服

务”。 据悉， 本届进博会大幅增设翻译服

务点位及设备， 共设置 83 个翻译服务点

位， 较首届增加近 6 倍； 设置 83 台支持

12 种语言的交传翻译机 ， 较首届增长

150%。 同时， 组建集咨询、 调解、 仲裁

于一体的进博会知识产权和商事纠纷处理

服务中心， 向全球企业提供专利商标注册

和知识产权保护。

一流城市服务保障体现
于细节

华源表示 ， 本次的城市服务保障工

作也呈现了展会服务更加优质 、 嘉宾接

待更加周到 、 城市氛围更加浓厚 、 交

通组织更加优化 、 安保模式更加智慧

的特色。

在首届进博会高起点的基础上， 本届

展会服务的提升体现在细节之中： 改进证

件管理方式， 将首届的 17 种证件精简为

5 种， 并增加第三方快递免费寄递发证等

服务； 在主要口岸开设进博会服务专窗和

专用通道共计 125 个， 通关效率较首届提

高 62.5%， 展品最快通关只需 15 秒 ； 首

次提供全覆盖 5G 信息通信服务， 平均下

载速率每秒 880 兆， 开创 5G 服务保障大

型活动的先河。

上海还优化了交通组织 。 进博会期

间， 抵离场馆组织有序高效， 平均入场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 较首届缩短一半。 首

届进博会主要交通服务设施均集中在西

侧， 而今年东厅、 北厅分流效果明显， 西

厅入场客流从近 80%降至 48%， 东厅入

场客流从 17.1%增至 29%， 北厅入场客流

从 15.2%增至 22%。 与此同时， 现场开启

25 个验证、 92 个安检通道和 30 套太赫兹

智能安检、 100 套常规安检设备， 安检效

率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徐晶卉 王嘉旖

■本报记者 何易

“小叶子”向世界展现青春中国形象

第二届进博会昨天圆满落幕。 精彩成

功的背后，身着红白套装的志愿者们，用专

业的服务与无穷的活力， 向世界展现了青

春中国的形象。

记者了解到，此次团市委共招募 6311

位志愿者 ，其中近 20%是 “二年级生 ”，还

有 29 名来自长三角苏浙皖三省的志愿者，

以及 5 名来自云南省的小语种志愿者。 进

博会期间，他们活跃在场馆内外，为展会提

供各种服务。

她总是精神饱满走上志愿
者岗位

进博会还未开始 ， 不少志愿者就已

“打卡上班 ”， 他们是服务保障的 “排头

兵”。

“二年级小叶子” 倪春昳的岗位在城

市保障领导小组志愿者服务保障组。 她至

今还记得上个月的一次巡馆经历。 当天，

她负责要把约 700 名首次上岗的志愿者，

分批次逐一交接给相应的岗位部门， 还要

带着部分志愿者在 “四叶草” ———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巡馆。 一整天下来， 她走

了 4 万多步， 脚底磨出了水泡。 由于一直

扯着嗓子说话，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 竟然

失声了。

尽管每天工作非常累， 但只要一走上

岗位， 倪春昳总是精神饱满。 “我曾经在

一些场合分享过作为首届进博会志愿者的

服务经历， 也有不少学弟学妹听了我的讲

述而选择加入志愿者行列。 我希望能够发

挥 ‘传帮带’ 作用， 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更

多人。 ”

她把包中巧克力分给许多人

市红十字会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队

的黄申慧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一名

护士，进博会期间，她全程坚守岗位，看到

有参展商被意外划伤，她送上止血贴；有人

晕倒，她就利用医护知识做急救。

她的包里放满了创可贴、 纱布等急救

物品， 还有几块巧克力。 巧克力本来是为

“小叶子”们自己准备的，因为怕天气冷，身

体出状况。 但黄申慧发现，一大早赶来“四

叶草” 观展的客商中有人会因为没吃早饭

而产生低血糖症状。这时候，黄申慧会拿出

巧克力分给他们， 以缓解症状。 6 天展期

中，黄申慧包中的巧克力都给了需要的人，

解了燃眉之急。

让黄申慧印象最深的是， 一天临近闭

馆时， 一名提着大包小包的非洲采购商迟

迟找不到出口， 又不敢开口询问面前的红

十字会志愿者。黄申慧发现他神情不对劲，

便上前用英语询问，最终帮他指明了方向。

非洲采购商后来感动地说，“你们是最后的

一道保障！ ”

成为一名进博会志愿者， 对于黄申慧

来说，将是难忘的记忆。 “在进博会志愿服

务中，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所有难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她充满信心地表示。

他们用自己的专长 ， “连
接”起中外来宾

咨询台前的“小叶子”们都非常忙，要

回答问路等各类问题。在这群志愿者中，小

语种与留学生“小叶子”颇为亮眼，他们用

自己的专长，“连接”起中外来宾。

来自东华大学的杨山和贝若秋负责新

闻中心的咨询工作，他们分别来自刚果与蒙

古国，学习中文不到两年，却已对话自如。贝

若秋告诉记者，“来进博会，我们可以更好地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能看到中国的发展，

我们愿意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 ”

志愿者队伍中， 有 5 位来自云南省的

志愿者，他们所学的专业分别是缅甸语、柬

埔寨语、老挝语与泰语。 主攻泰语的王婧，

曾在咨询点与泰国观展者有过沟通。 一开

始，对方用英文问询，但王婧听到对方与同

伴用泰语对话时，立刻也用泰语打起招呼，

几位泰国来宾惊讶之余，直呼“太亲切了”。

王婧表示，“进博会志愿者们展现的是

中国青年的风采，我们要做好桥梁，要让世

界友人对中国青年竖起大拇指。 ”

■本报记者 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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