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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的“经济辐射能”

斯里兰卡21日连续发生8起
爆炸袭击事件， 包括多所酒店和
多 座 教 堂 。据 警 方 消 息 ，系 列
爆炸已造成至少包括35名外国人
在内的207人死亡， 另有约470人
受伤。

为何袭击目标是教堂和酒
店， 此前是否有相关迹象？ 为什
么当天发生系列爆炸袭击？ 中国
公民的伤亡及救治情况怎样？

为何选择教堂和酒店发
动袭击

发生爆炸的酒店都是受外国
人欢迎的高档酒店， 彼此之间距
离只有几公里， 而且均在科伦坡
著名景点加勒菲斯绿地广场附
近。 发生爆炸的教堂也都是斯里
兰卡当地著名的教堂。

目前， 尚未有组织宣布对系
列爆炸事件负责。 据斯里兰卡媒
体报道， 警方已在斯里兰卡全国
范围内控制了7名与系列爆炸有
关的嫌疑人 。 斯里兰卡当局表
示， 这一系列爆炸中大部分都是
自杀式袭击。 斯国防国务部长鲁

万·维杰瓦德纳表示， 当天的袭
击是 “恐怖袭击”。

此前有消息说， 斯里兰卡警
方日前曾接获情报， 指当地一激
进组织计划攻击教堂和外国机
构， 让人怀疑系列爆炸事件与激
进组织有关。

系列爆炸为何今日发生
袭击发生后， 媒体纷纷注意

到， 今年4月21日是西方节日复
活节， 选择当天在高级酒店和教
堂等地制造爆炸袭击， 会在国际
上造成巨大影响。

斯里兰卡虽是佛教国家， 但
由于曾经先后被葡萄牙、 荷兰和
英国殖民统治， 具有很强的宗教
多样性， 佛寺、 教堂、 清真寺等
宗教场所都是当地民众经常前往
之地。 每到圣诞节、 复活节等，

斯里兰卡都有非常浓郁的气氛，
会吸引不少西方游客。

截至目前， 已有35名外国人
在当天的袭击中遇难。

中国公民在连环爆炸中
的伤亡情况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1日
早些时候透露， 伤者中包括4名
中国公民。 当天晚些时候， 中国
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确认， 已有2
名中国公民在当天的连环爆炸中
身亡， 受伤中国公民人数正在进
一步核实。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中国
驻斯使馆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
机制， 立刻通知斯中企和当地中
国公民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与此
同时， 使馆分别派人到酒店去排
查中国人， 并在在第一时间去病
人较多的国家医院去探视受伤的
中国人。

图为4月21日 ， 在斯里兰卡
科伦坡市郊尼甘布地区的一家医
院， 救护车在运送伤员。

据新华社

企业商业展览面积达到30万
平方米， 展览规模超越首届， 增
加全球首发、 中国首展的新产品
和新技术比例———这是已经进入
倒计时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
展综合体， 展览规模占上海全年
办展数量的三成多———这是位于
上海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

说不清是从第一届进博会还
是从车展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了四叶幸运草造型的国家会展
中心。 在 “幸运” 背后， 上海无
论是在会展还是在场所设置， 都
有一本精细的账。 这本从一个点
位向外向纵深辐射的账， 对一线
城市的 “会展下经济”、 会展城
市群的建立有很多借鉴意义。

效率：
聚起全球贸易的 “上海

速度”

第二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
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上周四， 在展馆办公区倒计时牌
上闪烁着 “200天” 时， 上海正
发布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筹备情况。

一届能填满27万平方米的展
会 ， 国际通常的培育时间是15
年。 而进博会就从这27万平方米
起步， 今年企业商业展规划展览
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 展览规模
超越首届。

截至目前， 已有数千家企业
签约或报名参展， 其中世界500
强和龙头企业已经超过200家 ，
各展区均已不同程度地 出 现 展
位紧张状况 ， 个别展区已超饱
和， 还有大量企业正在踊跃报名
参展。

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孙成海介绍， 第二届进博会招
商工作将 “进一步强化精准招
商， 优化采购商结构， 加大对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邀请力度，
积极邀请境外采购商到会洽谈”。

“更有一些境外企业因第一
届进博会受益， 第二次直接找我
们定了场地。” 倒计时199天时，
国家会展中心副总裁宁风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组展机构
工作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 单
独 和 场 馆 签 订 协 议 的 已 达 到
70%。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最
新发布的 《2018年度中国展览数
据统计报告 》， 上海以994场展
览 、 1906万平方米展览总面积
高居全国会展城市之首。 上海展
览总面积距登上2000万平方米台
阶仅一步之遥， 为全球展览城市
第一。

“这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城市
的重大成就， 是40年来中国改革
开放取得巨大进步的生动例证。”
“报告” 中称。

纵深：
从 “风向标 ” 到会外

“买买买”

“首届进博会作为2018年国
别最广、 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
动， 首次举办就跻身全球前十大
商业展会， 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的一大创举。” 孙成海说。

为何称是 “一大创举 ”？ 从
展会构架上， 就有些不一样。

“最顶端， 我们有元首级会
议；其次有部长会；再往下，有企
业、买家甚至普通市民的交易。这
是一场务虚 、 务实一体化的展
会。 ”宁风的描述，让记者仿佛看
到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结构。

孙成海在发布会上称 ， 第
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坚持高
层次国际论坛定位， 陆续邀请有
关 国 家 政 要 、 重 量 级 产 学 研
界 嘉 宾等 ， 围绕推动全球经济
化、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开展对话
交流， 论坛也将 “积极探索市场
化、 机制化运作模式， 促进可持
续发展”。

“所以有些商业企业来，不仅

是为了交易， 更是拿进博会高层
论坛当‘风向标’，希望通过今年
的会听风向，寻求未来5年的新商
机。 ”宁风感慨，中国正在越来越
主动地和世界融通、互动。

这构架的打通， 不仅在进博
会内， 也不仅在场馆内， 金字塔
的基底， 更是悄悄延伸到会外。

周五上午， 在距离国家会展
中心一步之遥的绿地全球商品贸
易港中，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林颖
正忙着接待哥伦比亚大使路易
斯·迭戈·迭萨尔韦一行。

“我们有好的咖啡、 饼干、
酒， 还有香蕉。” 在一层临时开
辟的展台上， 看到媒体， 大使滔
滔不绝， 他们想在贸易港开辟更
大的场所， 引进更多当地特产和
中国消费市场对接。

去年11月13日才开业的贸易
港， 引进了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
的 115家客商 ， 商品超过 2.2万
种。 首届进博会上尝到甜头的20
家参展客商， 直接在全球商品贸
易港扎了根。

数据显示，开业短短4个多月
的时间里， 贸易港累计接待客流
已经超过30万人，接待了500多组
国内外专业采购商， 并成功地帮
100家客商对接了上下游渠道。

“下午还要接待日本使节 ，
进博会的影响正在逐步落地 。”
林颖说。

环抱：
八成多组展单位不姓

“沪”

上周正逢车展。 工作日的上
午10时起， 国展中心就聚起数以
万计的人流。

一组逆向穿梭在人群中的国
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 却在筹划
下届甚至更往后的事情。

“面积已经不够用了。” 宁风
盘算着， 怎么再增加展览面积。

支撑起国家会展中心的， 不
仅是进博会和车展。 中国医疗器
械及药品博览会、 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 中国 （上海） 家具博览
会、 法兰克福汽配展等一系列重
要展会都将会址选在这里。 规模
为30万平方米左右的展会， 已有
9个落户国家会展中心。 2018年，
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各类的展览，
规模已经占到上海市全年办展数
量的三分之一。

而将时间轴倒退回10年前 ，
在要不要建以及建在哪儿的问题
上， 上海曾经费过一番思量。

相关部门曾测算并提出疑
问 ： 上海展馆是不是已经足够
了？ 毕竟世博会也有场馆。

但最终， 国家会展中心还是
建了， 还建在了上海虹桥。

这是一个环抱长三角的场
馆 ， 除了紧邻虹桥的高铁站之
外， 还有8条高速公路。 江浙的
组展机构、 参展商、 客商不用进
上海饱受堵车之苦， 就可以轻松
抵达。

“江浙的人来参展 ， 可以住
上海也可以当天回家住， 第二天
再来 。” 宁风几句简单的描述 ，
就勾勒出了一幅会展的辐射图。

这样的思路， 在江浙沪地区
收到了实效。 目前， 上海地区协
会企业主办的会展已不到两成，
其余八成多客商全都来自江苏、
浙江， 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国家会展中心也在反哺各种
展会。 统计显示， “大部分引入
的展览都得到了规模扩大、 能级
提升、 产业整合， 大展馆集聚大
展览的功能定位得到体现。”

记者手记
要说国家会展中心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刻的， 一共有两点： 第
一， 环抱长三角， 国家会展中心
便利的选址吸引了江浙两地的商
业协会、 组展机构。 在京津冀协
同的大背景下， 本市在为大展馆
选址时一定要考虑到和津、 冀的
互动关系。 第二， 上海将会展经
济迅速落地延伸的做法， 值得场
馆运营方学习。

(耿诺)

斯里兰卡系列爆炸留下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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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的黎波里消息 ：
世界卫生组织21日晚通报说， 利
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南部战事已致
254人死亡、 1200余人受伤。

世界卫生组织驻利比亚办事
处发布消息说， 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军队和 “国民军” 武装本月
初在的黎波里发生交战以来， 已
有254人死亡， 另有1228人受伤。
战事还造成两万多人逃离家园以
躲避战火。

控制利比亚东部的 “国民
军” 4月4日起对的黎波里发起军
事行动， 与控制该市的民族团结
政府军队交战。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 利比亚局势陷入动荡。 目前
两大势力割据对峙， 许多地区处
于无政府状态。 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着
西部部分地区； 国民代表大会则
在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另建政府，
与哈夫塔尔领导的 “国民军” 联
盟， 控制着东部和中部地区、 南
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利比亚首都战事
已致254人死亡

新华社电 俄罗斯南部军区
部队开始配备有效射程达2千米
的新型狙击步枪， 其主攻目标包
括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无人机和
水面小型船舶。

据俄南部军区新闻处日前发
布的公报 ， 这款新枪的型号为
“Kord-M”， 该枪口径较大， 达
12.7毫米， 其子弹可击穿轻型装
甲， 消灭身着防弹衣的敌人。 狙
击手用这种步枪攻击相距2千米
的敌人后， 敌方的普通口径枪械
在还击时打不到这么远。

据悉，“Kord-M”型步枪使用
纵向滑动的转栓式枪机， 弹匣位
于扳机握把的后方，可一次装填
5发子弹 。 这种枪可装配多款
可见光瞄准器和夜间瞄准器，在
装配1P88-2型瞄准镜时，该枪重
约11.2公斤，轻于美国的12.7毫米
口径“M-82”型狙击步枪。

俄军开始配备
新型狙击步枪

食品小作坊将100%
登记纳入监管

新华社电 记者22日从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各级市场监
管 部 门 要 对 食 品 小 作 坊 实 行
100%登记 、 动态管理 ， 推动小
作坊由 “小散低 、 脏乱差 ” 向
“小而精、 名特优” 转变。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
开的食品小作坊监管工作现场会
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
君表示，小作坊关系大民生，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正因地制宜开展小
作坊食品安全综合治理， 推动食
品小作坊规范发展和转型升级。

会议提出五点举措： 一是建
章立制 、 摸清底数 ， 对小作坊
100%登记 ， 实施动态管理 。 二
是加强基层综合执法 ， 解决好
“谁来管、 管什么、 怎么管” 的
问题， 重点针对环境卫生、 设备
清洁、 原料来源、 加工制作、 销
售管理等加强指导。 三是严厉打
击制假售假 “黑窝点”。 四是督
促小作坊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的主
体责任。 五是落实地方政府属地
管理责任， 扶持帮助小作坊升级
改造， 引导具备条件的小作坊进
入小企业， 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海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