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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

晨报讯 牛奶、水果、冰淇淋
……每年进博会上的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都是广大观众最关心的展
区之一，今年这一被誉为“舌尖上
的进博会”的展区会给大家带来哪
些惊喜呢？

记者在昨天举行的第三届进博
会企业商业展六大展区特色专区宣
介会上获悉，本届进博会上，食品展
区是参展国别和企业最多展区之
一，既有 500强龙头企业，也有广大
中小食品企业和境外国家组展机构
组织的特色展团参展， 将共同打造

一场全球食品行业的“嘉年华”。
全球知名烈酒公司保乐力加

和人头马君度将分别展示“威士忌
之王”皇家礼炮雪地马球限量版和
最贵干邑之一“路易十三”；东南
亚最大的功能饮料制造商之一泰
国天丝医药公司将展示各类功能
性饮料；来自东帝汶的农业推广公
司将展出世界上最贵咖啡之一东
帝汶猫屎咖啡；来自韩国的三养公
司首次参展，主打展品是被称为全
球最辣的泡面之一的火鸡面；境外
组展机构的展台更是会有更多具
有当地国特色的展品，包括希腊的
有机脱脂酸奶、日本的酱油味冰淇

淋等等。
据进口博览会展览部副总经理

周伶彦介绍，有“舌尖上进博会”之
称食品展区今年有近百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千家企业参展， 其中世界
500强及龙头企业近 30家。 同时，
食品展区企业已申请 1043 场展台
活动，包括试吃、表演、推介、签约
等，首次夺得烘焙世界杯的冠军队
也将亮相表演面包烘焙。

据了解， 根据防疫防控方案总
体要求，冷链展品实行“口岸抽检、
分批入库、集中检测、统一进馆”的
全流程闭环管理， 确保进入红线的
冷链食品安全展示， 并对试吃展品

做了全熟等要求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展区乳制

品企业展览面积近 1 万平方米，来
自全球各地的乳企希望通过参展
扩大中国市场份额，为中国消费者
提供多元化、 创新性的乳制产品。
例如恒天然将带来安佳益生菌产
品和安佳高钙低脂纯牛奶的全球
首发。 达能带来从孕期开始帮助妈
妈更好地进行母乳喂养的爱蕴美
益生菌等产品。

第三届进博会蓄势待发，而第
四届进博会的招展工作已全面展
开，记者获悉，食品展区现已有多
家企业报名签约。

� � � � 晨报讯 沪苏浙皖检察工作
座谈会昨日在上海召开， 共商共
推检察协作机制再升级， 不断提
升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能级。 上海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出席会议并致辞。

于绍良指出， 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
战略。 三省一市检察机关全力服
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建立
了一系列协作机制、交流平台。希
望始终立足国家发展大局， 牢牢
把握长三角区域战略定位， 勇当
服务大局的标杆， 共筑法治建设
的高地，争做紧密协作的典范，推
动检察协作提质增效、落细落实，
为下活“一体化”大棋局、做好
“1+3﹥4”大文章，增添更多法
治砝码。 上海检察机关要多向苏
浙皖同行学习，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 更好体现上海在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
才、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浙
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 安徽省
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出席会议，
共同签署《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
于依法全面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为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
司法保障的意见》。 会议还签署
了《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工作办
法》《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建
立长三角区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协作机制的意见》。

� � � � 晨报讯 中国民航史上规模
最大的机场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敬畏 2020”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昨天举
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书记、局
长冯正霖，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观摩督导。

冯正霖指出，本次综合演练旨
在全面检验我国民航机场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成果，检视机场应急救
援决策、指挥、手段和能力。要高水
平开展演练， 高标准实施督导，高
质量观摩学习， 高效率提升能力。
要始终秉持“以民为本、 生命至
上”的理念，努力践行当代民航精
神，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
责，全面提升民航应急能力，在建
设国家应急体系中凸显民航担当。

龚正指出， 开展机场应急救
援综合演练，是践行“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的具体实践， 是加快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 提升机场应急
救援能力的重要举措， 是民航局
与上海市政府部市合作的又一重
要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坚持实战要求、一流标准，坚
持查找差距、补足短板，以更高要
求、更严标准、更好水平，为城市
安全有序运行作出贡献。

本次综合演练共设置 19 个
环节 12个科目，是一次全要素实
战演练， 涉及 14 家参演单位共
800余人，动用运输客机 2 架、直
升机 3架、救援车辆 100余台。

市副市长汤志平， 国家有关
部委、军队、武警和航空公司相关
负责同志出席。

全球最辣火鸡面、日本酱油味冰淇淋……

今年“舌尖上的进博会”
将会有不少惊喜

进博公交驾驶员受训“现场急救”
40辆保障用车全配备紫外线消毒和测温功能

公交车驾驶员在车厢内进行实地急救演练 /巴士三公司

沪苏浙皖共商共推
检察协作再升级

民航史上规模最大
机场应急演练举行

●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这几天， 上海公交
行业从“硬件”到“软件”着手，一
方面配备高科技先进设施，同时加
紧人员技能培训，进入到备战进博
会的最后冲刺阶段。 记者昨天从
久事公交集团旗下的巴士三公司
获悉， 他们在进博会期间将承担
“托底保障”任务，将安排“白金
刚”车型 40 辆，车内全部配备紫
外线消毒以及测温等功能。

所谓“托底保障”，指的是进
博会所有公交接驳线和应急线，
一旦遇到大客流等突发情况，都
需要立刻派车支援。

“我们公司将全力以赴完成
此次‘托底保障’任务。 今年 9月
初，就已经启动了 85 名驾驶员的
选拔工作。 入选者原则上 3 年内
不得有交通事故， 并且要没有投
诉。 此次入选者大都参加过前两
届进博会的工作。”营运业务部李
俊曦介绍说。

据李俊曦透露，本月 9 日起，
40 辆保障用车的 85 名驾驶员开
始分两批进行全脱产培训。 根据
每位驾驶员的线路熟悉程度，分别
为他们做好不同的行车线路计划。

为提高公交驾驶员的应急救
护意识和能力水平， 巴士三公司
近日还与共建单位长风街道文明

办联合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实
地“现场急救”技能讲解和演练，
9 名即将参与进博交通保障任务
的驾驶员参加了活动。

在现场， 社区的老师们带来
了急救假人模型， 而运营方则特
地安排了一辆空闲的车辆， 在车
厢内进行实地操作演练。 社区的
两位老师生动、 耐心地为大家讲
解常见的应对意外伤害、 心肺复
苏等急救知识，还结合过往案例，
讲解如何现场急救、自救、互救的
方法和应注意的急救事项， 并且
分别就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法、对
老人和孩子的昏厥急救、 心肌梗
塞抢救等技能进行了现场演示。

晨报记者陈里予报道 第
三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 18 天冲
刺阶段。 昨天，本市召开医疗卫
生系统迎进博保障秋冬季疫情
防控工作动员会。 上海市卫健委
透露，进博会现场医疗保障力量
的配置和定点医院的设置只增
不减，指定 33 家定点医院，展馆
内开设 5个医疗站点、12辆救护
车待命， 市红十字会也将组建
25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与此同时， 青浦、 长宁、闵
行、浦东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强
会展期间辖区应急医疗资源配
备和公共卫生督察，做好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准备。

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聚焦
人、物、馆等 3 项重点，紧盯入城
口、居住地、流动中、展馆门、活
动点和监测哨等 6 个关键点，抓
牢抓实进博会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 继续实施每日发热
人员“零报告”制度，强化对重
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员的
监测检测，落实“应查尽查、应
管尽管”，重点加强供博冷链食
品和环节样品实验室检测。 全
市发热门诊、 社区发热哨点诊
室以参展参会人员和有关工作
人员为重点， 及时预警报告和
迅速处置。

上海市卫健委透露，本市全
力推进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确
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零感
染”。 持续巩固疫情常态化防控
措施，强化重点场所、重点人群、
重大活动和特殊机构的防控措
施。坚持在定点医院集中优势医
疗力量， 持续优化诊疗方案，全
力抓好患者救治，收治病房要高
度集中， 所有设施设备独立使
用，防止交叉感染。 确保医疗卫
生系统风险可控。加强内部管理
和隐患排查，严格医院出入口管
理和院内楼宇管理，规范医院内
普通病人、 可疑病例流动途径，
强化陪护和探视管理，降低院内
交叉风险。

进博会展馆内
设5个医疗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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