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家新华书店名单]

序号 区域 门店 地址 门店电话

 1 黄浦区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 福州路 465 号 63914779

 2 杨浦区 上海书城五角场店 淞沪路 77 号 65113100

 3 长宁区 上海书城长宁店 长宁路 1057 号 62120202

 4 浦东新区 新华书店周浦店 年家浜路 538 号 38230026

万达广场地下一层

A-18-11

南汇万达广场 2 楼

 6 闵行区 新华书店莘庄店 莘松路 58 号地下一层 64922998

 8 崇明区 新华书店八一路店 八一路 59613181

 7 金山区 新华书店 朱泾镇万安街 37210868

金山图书影视城

 10 松江区 新华书店 中山中路 57811042

 9 奉贤区 新华书店 南桥镇百齐路 57423101

南桥百联店 588号 3 楼

平高世贸店 77号 3 楼

631号

458号-466 号

11 嘉定区 新华书店 城中路 138 号 59530186

罗宾森店 罗宾森广场 2 楼

 12 青浦区 新华书店 公园路 420 号 59732769

青安店

 11 嘉定区 新华书店 城中路 138 号 59530186

罗宾森店 罗宾森广场 2 楼

 5 宝山区 新华书店 牡丹江路 1754 号 56604532

牡丹江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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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2020上海书展暨“书

香中国”上海周定于8月12日至18

日举办，主会场设在上海展览中心。

本市 100 家分会场囊括全市

16个区，由实体书店、图书馆、农家

书屋、读书会等组成，力推上海书展

“进商圈”“进社区”，使阅读活动

与基层特定人群打通，助推实体书

业及周边产品的经营复苏。

此外，本次书展还在外埠设立

50 家分会场，借力大众书局、言几

又、晓风书屋、育才书店、钟书阁、

上海三联书店、光的空间新华书店

等在全国的连锁书店，走出上海，

将上海书展 “我爱读书，我爱生

活”的理念传达到全国。

上海书展下周三揭幕
设立 100 家本市分会场和 50家外埠分会场

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

上海周将于2020年 8月 12日-18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展览参观时

间分别为日场 9:00-17:00（16:00

停止入场），夜场 18:00-21:00

（20:30停止入场）。

对应展览参观时间，本次书展

分日场票和夜场票。票价分别为10

元、5元，维持往年价格不变。

所有票品采取实名预约制，需

提前与有效身份信息绑定。绑定成

功，入场时需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和

购票凭证，通过核验即可入场。

采用线下实体票与线上电子票

分渠道销售预约。

展会现场不再出售门票。事先

未完成门票预约的市民读者，请不

要前往展馆。

线下实体票分为日场票、夜场

票两种。

从 8 月 6 日（周四）上午 10:

00 起，通过本市 12 家新华书店门

店销售预约，售完为止。

现场凭本人身份证件购买，一

人最多可购买 3张。代替他人购票

的，务请提前准备好相关人员有效

身份信息。

与购票同步，现场进行预约，需

一票一证绑定，门店工作人员可以

予以协助。儿童购票同样需绑定身

份信息，请家长协助。

绑定过程：1. 使用手机扫描票

面预约码，打开预约页面；2.输入票

面所示特权码；3. 绑定参观人员身

份信息；4.完成预约。

线上电子票分为日场票、夜场

票两种。

从 8 月 7 日（周五）上午 10:

00 起，开放购票二维码销售预约，

售完为止。

同时，二维码也设置在“上海

书展·阅读的力量”线上平台、上海

书展云上展、上海书展官网等相关

渠道。

本届书展分别设置南安检篷房

（2号门、3号门）和北安检篷房（8

号门），观众入场须通过三个步骤。

读者观众于入口处出示身份证

件、健康码、购票凭证，佩戴口罩并

测量体温。儿童入场，须由陪同人出

示亲属随身码。体温未超过 37.3℃
人员方可进入安检篷房。入境人员

须出示医疗隔离证明。

安检篷房前设立间隔为 1米的

排队等候区，避免人员聚集。读者观

众进入安检篷房进行安检，及第二

次红外测温。

读者观众在安检篷房内，通过

验票闸机检验身份证（护照）原件，

并同步人脸识别绑定。

[注意事项]

若入场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

体温异常等情况， 须配合工作人员

安排， 前往现场医疗观察点由专业

人员安置。

若儿童入场无法出示身份证原

件，须向工作人员出示户口本/出生

证/儿童电子身份证，核验后方可入

场。

上海书展举办期间，上海展览

中心不提供读者观众停车。书展主

办方建议读者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前

往。

上海展览中心周边公共交通指

引：地铁2号线、7号线静安寺站，公

交20、24、37、49、71路等可达。

书展主办方联动静安嘉里中

心，书展期间读者观众凭书展购票

反馈短信息或离线电子票凭证，可

享受嘉里中心两小时免费停车。

实名预约制，书展现场不再售门票
晨报记者归纳今年上海书展买票、入场、停车攻略

晨报记者 徐 颖

2020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 8 月 12 日-18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为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要求，今年所有票品采取实名预约制，需提前与有效身份信息绑定。

书展门票采用线下实体票与线上电子票分渠道销售预约，展会现场不再出售门票。 晨报记者

提醒事先未完成门票预约的市民读者，请不要前往展馆。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记者最新获悉，上海

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会同上海

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食用农产

品专业委员会，结合本市进口冷链

食品储运、加工、销售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关于进口冷链食品加工经

营疫情防控工作规范》，从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管理、严格

落实食品进货查验、严格落实贮存

运输环境清洁消毒、认真做好分割

/分装加工过程洗消工作、加强公

共区域防控、做好个人防护、做好

冷链食品销售过程的防控、消毒液

的配置与使用、异常情况处置与报

告共十方面 32 条，供本市从事进

口冷链水产品、肉类等相关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为当前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保障食品安全工作时提

供指导。

《规范》提到，冷链食品企业

应当做好供应商合规性检查和评

估，认真做好每批食品进货查证验

货，依法如实记录并保存食品及原

料进货查验、出厂检验、食品销售

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冷链食

品企业应当将采购、销售的进口冷

链食品等相关追溯信息，按要求

上传至本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

台。

肉类、水产品及其制品必须具

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其中生猪产

品必须具有“两证一报告”（动物

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非洲猪瘟病毒检测报告）；禽

肉产品必须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

格证明；进口畜禽肉类食品还应当

查验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在异常情况处置与报告方面，

一旦接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通知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

样品，冷链食品企业应当根据当地

要求对相关物品和环境采取及时应

急处置，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采取对相关物

品！暂时封存、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处

理和对可能接触人员及时开展核酸

检测和健康筛查等措施。

冷链食品企业员工出现可疑症

状或排查发现为密切接触者时，冷

链食品企业应当及时报告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配合实施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或居家医学观察，并按要

求封闭其所在工作场所以及员工宿

舍等生活场所。

晨报记者陈里予报道 昨

日，杭州市通报一例新疆籍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据协查通

报，上海相关部门立即调查核实

其在沪活动轨迹等相关情况。

经调查，该无症状感染者

为男性，19 岁，维吾尔族，大学

生，莎车县人。其于 7月 13 日

23 时 30 分从新疆喀什经乌鲁

木齐转机后飞抵上海虹桥机

场，7月 14 日凌晨入住上海市

长宁区一锦江之星酒店，7 月

15 日中午退房后乘坐高铁

（G7315 次）前往杭州。8月 5

日，在杭州被诊断为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

进口畜禽肉类食品当查验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上海进口冷链食品加工经营疫情防控工作规范出炉

上海公布一无症状感染者

在沪活动轨迹调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