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川 陈颖婷 季张颖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昨天拉开序幕。 记者从

上海市交通委获悉， 进博会首日，

本市地面公交、 轨道交通、 穿梭

巴士、 出租汽车、 交通执法等各

行业交通人为宾客、 市民保驾护

航， 确保了进博客流平稳可控。

截至昨天 20时， 交通系统共运送

进博客流 6.4万人次 （单向）。

其中， 轨道交通方面， 徐泾

东站累计进站 16353 人次， 出站

11659 人次， 诸光路站累计进站

14759 人次， 出站 17835 人次。

总体运行平稳， 各进站口未出现

排队现象。

据了解， 离国家会展中心距

离最近的地铁站是徐泾东站， 该

站在安保方面有 3 件智慧“神

器”， 即可视对讲机、 无线扩音

器、 AR 眼镜， 工作人员通过 5G

信号的传输， 可将现场的情况第

一时间传输至指挥部。

在地面公交方面，71 路延伸

线出场累计运送 578人次；轨道接

驳线累计运送 386人次；停车场接

驳线累计运送 1338 人次。 总体运

行平稳。昨天清晨 4时 30分，公交

负责人已抵达现场， 做好准备工

作。 5 时 30 分，首班车在 P1 停车

场 ~虹桥东交通中心准时发车。

出租汽车方面， P6 上客点累

计发车 974车次， 乘客无需排队，

现场秩序良好。

停车场方面， 周边临时停车

场累计驶入 1117车次， 商务区停

车场累计驶入 345 车次。 总体运

行平稳。

据了解， 昨天交通执法部门

共出动执法人员 429 人， 执勤车

辆 129 辆， 巡查 1822 公里。 交通

执法人员在国家会展中心、 省界

道口、 重要宾馆、 交通枢纽等指

定驻守点位维护营运秩序， 严查

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 为了保障国家会展中

心周边区域交通稳定有序， 本市

招募了 160名进博会交通志愿者，

他们从大学生化身为“小叶子”，

默默站岗， 随时准备为八方来客

提供最优质的交通保障志愿服务。

交通系统共运送6.4万人次进博客流

交通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429人维护秩序

法眼看进博

□法治报记者 王川

陈颖婷 季张颖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

于昨天正式开幕， 各展馆内的世界

各地展品琳琅满目。 记者注意到，

本届进博会上的企业大打科技牌，

致力于用科技的力量提升产品的质

量和用户体验。

在 5.1 馆科技生活馆区域内 ，

机器人、VR 眼镜、人工智能、5G 应

用等高科技产品比比皆是。其中，一

家企业就利用 VR 技术将“卢浮宫”

搬到了展馆现场。 体验者只需穿戴

上 VR 设备， 就可以浏览一幅幅世

界名画，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通过 VR

技术， 体验者可以更近距离、 全方

位地仔细欣赏 《蒙娜丽莎》 这幅旷

世名画的生动细节， 探索达芬奇最

著名的艺术手法， 甚至可以听到旁

白为你解读蒙娜丽莎背后的故事。

在该展示区不远的地方是韩国

三星公司的产品展示区， 在这里，

VR 技术直接与赛车和过山车相

“融合”。 带上 VR 眼镜并坐在配套

的 “汽车驾驶室” 或 “过山车的椅

子” 上， 体验者就可以在方寸之间

体验惊险与刺激。

一位家具企业的负责人接连排

队体验了两次 VR 赛车和过山车，

体验过后直呼过瘾。 他告诉记者，

展示场景对家具企业来讲非常重

要， 但受限于实体空间， 许多产品

其实很难完美展现。 应用 VR 技术

则可以打破 “空间” 壁垒， 实现展

示场景的无限化。

“其实我们公司在去年起就已

经开始应用 VR 技术来展示家居场

景了， 但是还有很多不足和需要完

善的地方， 这次来进博会参展， 一

方面是展示产品， 另一方面就是寻

求与 VR 科技公司的合作。” 该负

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 跟这位企业负责

人一样， 许多参展商都带着合作的

目的来参展， 而科技的发展， 为各

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炫酷，进博会里的VR科技范儿

进博时刻

□记者 陈颖婷 季张颖 王川

本报讯 中国在 20 年间结核

病死亡率下降了近 8 成； “面朝黄

土背朝天” 的甘肃南部地区已经彻

底铲除了“粮食匮乏” 现象……这

些生动的案例正是中国与联合国减

贫合作 40 年的实践历程。 昨天，

商务部国际司和联合国驻华系统在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举

行了 《回顾与展望———中国与联合

国减贫合作四十年案例集》 发布

会， 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张

少刚和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共

同主持会议。

杜晓山代表中外方编写组专家

介绍了该书主要内容和编写过程及

意义。 据介绍，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

也是至今唯一一部介绍中国与联合

国机构开展减贫合作的优秀案例

集。 在 40 年中， 联合国机构根据

各自的专长， 确定与中国减贫合作

的重点领域。 主要包括产业、 卫生

健康、 教育、 金融、 就业、 科技、

社保、 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 文

化、 政策和能力建设。 尽管各机构

援助的重点不同， 但总体上产业减

贫的项目数量和金额均居首位， 其

次是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减贫。

根据各案例报告， 中国与联合

国减贫合作项目的成效主要体现在

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促进了贫

困人口就业和收入增长； 增强中国

疾病防控能力， 改善了大众健康状

况， 降低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

风险； 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教育发

展， 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素质和发展

能力， 降低贫困代际传递几率； 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 提高了贫

困地区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劳动生

产率； 促进贫困人口生存生态环境

的改善， 根除导致贫困的自然环境

因素，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促进就业， 增加了贫困家庭收入；

引入小额信货机制， 促进了普意金

融体系建立， 为贫国人口创收活动

提供了融资便利； 加强社会保障政

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 发挥社会保

障政策的兜底作用， 降低了生产经

营风险， 降低贫困发生率， 也促进

了农业和林业发展； 挖掘和保护民

族传统文化， 助力少数民族脱贫；

提高了妇女就业能力、 性别意识和

社会地位， 推动了贫困家庭的脱

贫； 推动中国扶贫体制机制和益贫

政策的创新； 助推中国探索出扶贫

开发新模式； 推动中国开展减贫国

际合作等 13个方面。

张少刚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时

也是联合国与中国开展发展合作 40

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始终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开

放基本国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了极大改善。 在这一进程中，

联合国各机构为支持中国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解决多维贫

困方面。 这本书将向国际社会分享

中国发展经验与故事。 中国的减贫

成就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 也为全

球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中国实践经

验和理念贡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下

一步， 将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要

求， 在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高质量

发展方面继续加强与联合国合作。

罗世礼表示， 《案例集》 通过

分析 34 个在华合作项目， 系统回

顾了联合国和中国过去 40 年间在

减贫领域的深度合作， 总结了最佳

实践和成功经验。 《案例集》 的顺

利完成可以说是联合国和中国良好

合作的一个缩影。 联合国继续承诺

作为中国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支持

中国国内发展， 并与中国一起帮助

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期待双方共同开启一段合作新

历程。

出席活动的联合国机构高度赞

赏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在减贫领

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联合国发展

机构参与和支持中国发展感到自

豪。 各方期待未来在解决相对贫

困， 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加强合

作， 将中国减贫经验和理念向其他

发展中国家传播介绍， 推动中国和

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记者 王川 陈颖婷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沪开幕。 开幕首

日， 上海交易团“6 天 +365 天”

交易服务平台—震坤行工业超市与

陶氏公司、 施耐德电气在工业智能

装备馆 （4.1 馆） 达成 1 亿美元采

购意向订单， 这也成为本届进博会

首个签约订单。

据了解， 震坤行工业超市基于

IT 数据与物联网技术以及覆盖全

国的仓储物流体系， 为客户提供以

高性价比的商品、 智能化的供应

链 、 专业的深度服务为核心的

MRO 一站式解决方案。 震坤行以

让商业更美好为使命， 以成就客户

为愿景， 不断打造高效、 精益的数

字化供应链体系， 实现工业用品透

明、 高效的一站式采购。

陶氏公司将业界最广泛的技术

体系之一与资产整合、专注创新、全

球规模相结合， 以实现盈利性增长

并旨在成为在创新、客户导向、包容

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最领先的材料

科学公司。 作为创新和硅基技术领

域的全球领先企业， 陶氏高性能有

机硅业务致力于为市场带来新的解

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更多帮助，并不

断改善全球消费者的生活。

施耐德电气一直致力于帮助中

国工业客户提升信息安全防护水

平， 并积极参与了中国工业领域的

信息安全整改实践。 通过加强设备

级防护能力可以让工业客户摆脱对

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的严重依赖，

减少投资， 短期内迅速提升企业工

业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并为逐

步实施完整的纵深防御安全策略奠

定基础。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日传来消息

上海交易团签下 1 亿美元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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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34个案例讲述中国减贫40年
《回顾与展望———中国与联合国减贫合作四十年案例集》昨发布

● 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

论坛

11月 6日 08:00-12:00

4.2号馆 A1

●《2019 年世界贸易报告

（中文版）》 发布会

11月 6日 08:30-10:30

新闻发布厅 A0-02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

地方政府双向合作推介会

11月 6日 08:00-12:00

会议室 C0-01

● 法律论坛

11月 6日 09:00-17:00

场外

信息直通车

首日进博会服务完毕， 新闻中心 “小叶子” 合影留念
记者 王川 摄

小叶子，“四叶草”里的青春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