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轨交二号线徐泾东站内开展了疫情防控专项演练，

现场模拟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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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 防控防疫是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通保障工作的 “重中

之重”，本市将在前两届进博会交通保障“精准、有

序、可控”和出行体验度提升目标的基础上，切实

做好防控防疫工作，做到“进得来 、出得去 、行得

畅、防疫好”。

据悉，前期，市交通委制定了《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公共交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结合进博会大型

国际展会特点， 制定完成交通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和操作指引，突出重点，精准施策。

今年进博会交通保障强化与市卫健部门、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及属地部门等联动联防， 统筹

考虑、精准防控，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汽车、

包车客运、 停车管理等各交通子系统形成各自专

项疫情防控方案的同时， 统筹考虑科学性和可实

施性， 布设测温点。 尤其是进博会管控区内停车

场，作为交通保障各项服务的落脚点，实施“一场

一方案”，针对性地制定检疫岗位、观察点等疫情

防控措施。

记者从久事公交获悉， 今年将通过对申昆路

前线指挥中心功能的升级改造， 进一步优化完善

三级指挥调度体系和联动保障机制。 漕宝路智慧

机务监控中心对新能源车辆进行实时后台监控，

与申昆路前线指挥中心实现联动， 及时响应处置

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 公交71路区间延续第二届

进博会延伸方案， 直达展馆周边， 运营时间为8

时至19时。 继续做好国展中心周边、 接驳线周边

的公交线网梳理， 合理增加运能， 保持正常营运

秩序， 实现与轨交及接驳线有效衔接。

轨道交通方面， 实施运力精准配套， 制定全

路网防疫方案， 对2、 10、 17号线相关站点制定

专项客运组织方案。 针对徐泾东站、 诸光路站出

入口做好防控防疫相关组织。 持续加强17号线离

场阶段自内而外引导， 缓解2号线离场压力。

出租汽车方面， 设置北、 东、 西3个出租车

到场下客点， 设置P6离场出租车上客 、 蓄车和

P21二级蓄车， 继续组建不少于1500辆规模的新

能源进博会专属保障车队， 进一步优化车辆调度

流程， 并明确疫情防控措施。

本次进博会周边临时停车场共计 20 处， 可

提供大车位 1500 多个， 小车位 1700 多个； 虹桥

商务区共享停车场 17 处， 工作日可提供小车位

? 5000 个， 非工作日提供约 8400 个。 相关部门

通过挖潜协调 ， 新增 P15 龙联路地块 ， 作为即

停即走停车场。

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千亿级产业规模打造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标”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10月15日启幕，凸显“上海时间、上海地标、上海平台”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大部分

艺术博览会面临取消和转入线上， 上海

却抓住产业新窗口期， 加速构建对标纽

约、巴黎、巴塞尔等城市的国际重要艺术

品交易中心。

昨天，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宣布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

办，聚焦凸显“上海时间、上海地标、上海

平台”，着力打造成为进博会艺术品交易

板块， 形成千亿级艺术品产业规模。 其

间， 上海正在西岸着力打造的代表艺术

品产业高地的上海新地标———“西岸艺

岛ART Tower”，预计开放样板空间。 当

天，“艺术品智慧展示及交易平台” 亦宣

布上线，并同步开放展商申报入口。

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系列“组合拳”

的打出， 危中寻机， 向世界发出上海声

音，将聚焦全球目光，提振疫情之下全球

艺术品市场的信心。

打开全球艺术品交易
“上海时间”： 国际级展览
展销线上线下联动

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是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落实“上海文创50条”

的重点抓手。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众多活动将以“全球艺场，上海时间”为

主题展开，形成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打

开全球艺术品交易的“上海时间”。

本届交易月期间，苏富比、佳士得、

富艺斯等知名国际秋季拍卖活动结合线

上及线下模式“移师”上海集中举办，而

上海两大本土艺术博览会———“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

览会” 以及享誉国际的上海双年展也将

次第举办。 此外，“上海市民间收藏珍贵

文物展” 等高品质展销活动持续助力消

费级艺术品市场。

为一系列国际级重大艺术交易活动

集聚保驾护航的， 是进一步优化的上海

艺术品交易营商环境与政策体系。“艺术

品发展上海平台” 在本届交易月将得到

进一步构建、完善，通过与阿里云合作开

发的线上 “艺术品智慧展示及交易平

台”， 探索艺术品交易产业在线化发展。

比如，艺术品线上申报系统，便捷化行政

服务。 构建7×24小时展览展示和交易的

全球性线上平台， 并提供艺术品交易综

合服务。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

术，探索艺术品IP?权、艺术品融资租赁等

创新混合业务模型。 这个智慧平台还将启

动“艺术品云端上海进博会”，主动晋级进

博会艺术品板块。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艺术品发展上海

政策”， 将在首届交易月政策的基础上，总

结完善交易月政策， 加大对交易月期间重

点活动及参展参会单位的补贴力度， 解决

艺术品机构在上海落地和发展的实际问

题，并将在境外艺术品拍卖、跨境结汇等政

策方面实现新突破。

打造国际艺术品产业
“上海地标”：艺术与科技在
这里碰撞出璀璨火花

全新打造的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

标———“西岸艺岛ART Tower”， 将在本届

交易月揭开面纱。 在上海西岸“ART&AI”

发展战略引领下， 这里将迎来科技与艺术

碰撞出的更为璀璨的火花， 成为国内

艺术机构和艺术人才最集聚、 艺术品

展示交易最活跃的“热力”地标。

西岸艺岛位于上海西岸文化核心

区，建筑面积约9.3万平方米 ，由日本

著名的SANAA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

它的建设， 参照了国际艺术品交易聚

集区的先进案例， 旨在按照主体集中

的理念， 吸引全球艺术品产业顶尖机

构等优质资源落户， 为上海建设世界

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打造核心载体地

标和全产业综合体。 目前项目已结构

封顶，预计交易月期间开放样板空间。

建成后的西岸艺岛，是一个“聚合

型”艺术空间———建筑中集聚整合了不

同类型的艺术品交易展示空间， 包括

2300平方米达到国际标准的公共展厅

和2000平方米独立的艺术品周转存储

区；“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也将迁

入并提供产业落地整体配套服务。这里

将提供“一站式”交易服务，依托上海国

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从政策、流程及运

营三方面为艺术机构提供最大化的服

务便利。与此同时，它的“全要素”产业

生态值得关注———精准对接排名前5

的拍卖行、 排名前20的画廊等艺术品

交易产业主体， 并向上下游及外延行

业拓展，构建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 服务链为一体的艺术品产业生态

圈； 促进西岸艺岛与美术馆大道以及

西岸智慧谷、西岸传媒港以及央视、阿

里、腾讯等头部企业形成互动。

进博会1200多款新品提前亮相
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15个国家馆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崭新亮相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距离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50天之际，15

个崭新国家馆昨天在进博会上海交易团

6+365交易服务平台———绿地全球商品贸

易港集中亮相， 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

效应，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记者在现场看到，斯洛伐克、波兰、瑞

士、 德国等 8 个国家馆为全新开业， 喀麦

隆、苏丹、比利时等 7 个国家馆则是全面升

级。 “今年进博会将有 20 多家波兰企业参

展 ， 其中埃德大师啤酒等品牌是首次亮

相。”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处中国区首

席代表尤德良说，由于疫情关系，今年部分

波兰企业负责人无法赶到进博会现场，他

将在现场通过直播， 让采购商和在波兰的

品牌商互动。

截至目前， 绿地贸易港已有来自64个

国家和地区的160家客商入驻，其中国家馆

达到39个， 成为国内拥有国家馆数量最多

的进口商品交易服务平台。

随着进博会会期日益临?， 绿地贸易

港各国家馆已提前将有关参展商准备参加

第三届进博会的1200余款新品摆上展架。 南

非国家馆引进的沃特福德混酿干红葡萄酒，

全球年产量仅1.5万瓶，每个瓶身都印有独立

编号。叙利亚国家馆不仅带来死海泥洗发水、

阿勒颇泥护发素等天然洗护用品， 此次还重

点推出特级初榨橄榄油产品， 据运营负责人

董晶岩介绍， 叙利亚此前在中国市场几乎没

有任何进口产品销售， 但最?三年间交易额

从零飙升到1000多万元，极为不易。

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绿地的“身份”将更加多

元，除做优做强采购商、平台服务商外，还将

首次成为进博会的组展商，携来自意大利、英

国、葡萄牙、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

区的 16 个品牌、超过 200 款新品在进博会品

质生活展区亮相， 上述品牌均是首次进入中

国市场。

另外，9月15日至11月10日，绿地贸易港将

推出“绿地全球品质生活节”，打造上海进口消

费主会场，为进博会预热。 贸易港国家馆将结

合进博会新品推广，重点打造“一馆一爆款”。

副市长许昆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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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众多活动将以“全球艺场，上

海时间”为主题展开，形成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打开全球艺术

品交易的“上海时间”

■ 西岸艺岛位于上海西岸文化核心区， 旨在按照主体集中的

理念，吸引全球艺术品产业顶尖机构等优质资源落户，为上海建设

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打造核心载体地标和全产业综合体

为了“进博之约”，我们全力以赴
第三届进博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进入冲刺期

一支支进博会招商路演团队正 “行走

中国”，发出“进博邀约”；一场场云上会议

连接世界，为进博会按时举办争分夺秒；一

支支保障队伍抓紧时间提前演练， 用最好

状态迎接展会……第三届进博会各项筹备

保障工作目前已进入冲刺期。

行走中国， 做好招商路演
“播种机”

第三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基本完成，

目前筹备工作转向招商办展为主， 一支支

招商路演团队正在 “行走中国”， 在全国

18个省 （区市） 举办了20场路演及4场行

业性招商路演， 发出 “进博邀约”。 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招商处的工作人员，自称

是在全国掀起进博“热浪”的“播种机”，一

路留下独特的 “进博印记 ”：客友如 “云 ”、

“津”“进 ” 乐道 、“吾琼吾进 ”、“晋 ” 益求

“进” ……每到一座城市， 他们都会将路

演城市名称与进博会元素巧妙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别样 “成语”。

招商路演看似是“熟悉的味道”，背后

的故事却大有不同。 做好一场招商路演，

就像准备一道丰盛大餐，新颖的主题设计

只是 “开胃菜 ”，真正考验功力的则是 “硬

菜”———让来宾既能吃饱又能吃好，这就需

要提前了解参会者的口味， 合理设置 “菜

品”。招商宣介人曹佩对此感触颇深，“在每

个城市， 每场路演选择的参展商和采购商

行业类型都不同， 这是我们基于当地的产

业特点、居民消费习惯而‘精准画像’的结

果”。 他以成都为例，当地对进口食品和汽

车的需求很旺盛，为此，招商团队重点邀请

食品展区和汽车展区的展客商“配对”。

据悉，进博局招商处已形成小团队、多

批次的运作方式，让路演得以“多线程”同

时进行，最多的时候，一周进行3场路演，这

样的设计能让路演多跑几个城市， 让招商

“播种机”挖掘更多需求。

“云 ”游四海 ，网络服务保
障“云洽谈”“云签约”

在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中，“上云”

是一大特色。受疫情影响，进博会赴境外宣

传推介工作暂停，但招展始终没有停步，线

上线下结合的“云招展”“云洽谈”“云签约”

成为重要手段。 为保障每场线上活动顺利

举办， 国家会展中心信息化部迅速组织力

量 ，研究新技术 、采购新设备 ，从2月份至

今，已成功保障50场视频会议。

会展业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上云”

经验不足，一切都靠摸索。 “每场视频会议

的连线人数、网络条件等因素并不一样，需

要克服时差、技术等多重难题。 ”国家会展

中心信息化部负责人沈嘉骅说， 部门采取

“一会一方案、自建团队、按需投入”的工作

方式，确保视频会议画面流畅、声音清晰、

网络平稳。

李伟是信息化部硬件网络组职工，让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5月15日举行的集体签约

会，这是今年进博会规模最大的一场集体签

约，50余家参展商现场签约， 境内外企业代表

线上参会，还安排了网络直播，对视频连线保

障提出了很高要求。保障团队在活动前一天一

早就进入会场工作， 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才结

束。当天早上，团队成员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调试设备，最终保障了会议顺利举行。

脚踏实地， 利用密集展会期
提前演练

“四叶草”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是进博会举办地， 7月1日复展以来， 已举办

了20多场展会活动， 累计入场超过100万人

次。 利用日常展会活动， 国家会展中心安保

部和运营中心等现场保障部门提前演练， 查

漏补缺。

汤继尚是安保部安防事务的负责人，为

了更好保障场馆范围出入口管控工作， 他所

在的安保团队已和公安多次面对面沟通。 为

了细化和完善安保方案，团队下了大力气，除

了把往届的方案拿出来“掰开揉碎”，进一步

梳理优化，还结合今年的新情况，协同其他部

门制定疫情防控的专项方案。

“四叶草”内一共有480多名保洁人员，自

1月23日开始，他们的工作职责又增加了一项

内容———对场馆进行全面消毒杀菌。 王震涛

是国家会展中心运营中心环境事务口负责

人，他告诉记者，国家会展中心复展以来，展

会排期密集，常常是上一场展会还没结束，下

一场就入场布展了。为了不影响正常办展，消

杀工作一般要在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之间

进行，加上清理装修垃圾，很多时候，工作人

员要干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体现一流， 展馆内外打造优
美城市“会客厅”

记者昨天还从市绿化市容管理局获悉，

本届进博会市容环境组明确了20项主要工

作，锁定各委办局及重点企业任务95项；各区

保障任务2946项，目前开工率约87%，?六成

已完工。

上海提出了城市环境体现一流水平的具

体要求：展馆内外营造优美“会客厅”，重要通

道展现敞亮城市风貌，黄浦江两岸呈现“流光

溢彩”，苏州河公共空间塑造“生活秀带”，重

要区域“席地可坐”，垃圾分类演绎新时尚，住

宿接待点漫步尽享“美丽街区”。

精细化保洁方面，上海推进高标准保洁，

特别针对黄浦江、苏州河两岸、重点区域、重

要通道进行重点部署。其中，结合南京路步行

街东拓，将精细化“席地可坐”标准延伸至南

京路东拓区域， 运用高端多功能的机械化保

洁车辆与多工艺人机组合保洁机具相结合，

实现365天高端化专业化保洁。

立体绿化景观改造方面，“申字型” 高架

沿口、主要区域道路沿线楼宇和阳台摆花，以

及苏州河防汛墙东段（南北高架以东）沿岸重

点建筑立体绿化和阳台摆花正在推进中。

此外， 备受关注的黄浦江景观照明建设

工作基本完成，苏州河两岸、延安高架、南北

高架沿线景观照明方案完成编制。

针对苏州河公共空间，上海着力塑造“生

活秀带”，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目前，全市

梳理了苏州路沿线54幢建筑， 已完成整治设

计方案。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史博臻
通讯员 卢鹏宇 于黎明

全新打造的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标 “西岸艺岛 ART Tower”， 将在本

届交易月揭开面纱。 （西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