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登信息广告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新闻报社广告部

邮箱：xwbsgg@163.com

20:45 《第一地产超级装》

21:00 《创时代》

都市频道

08:26 开心全接触

09:27 星旅途

09:54 老好的生活

11:00 开心全接触

11:28 侬最有腔调

13:41 X 诊所

14:44 星旅途

15:22 今日印象

15:36 疯狂食验室

18:00 林海秀

19:00 嘎讪胡

20:02 好吃记得夸我

21:00 林海秀

22:03 好吃记得夸我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8:13 环球交叉点

09:01 未来邀请函

09:32 妈妈咪呀精编

12:00 中国长三角

12:36 电视连续剧：瞄准

14:15 东方综艺大赏

16:10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5 电视连续剧：瞄准

01:01 完美的夏天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3 43集连续剧：暗刃

11:30 庭审纪实

12:00 中国长三角

12:33 媒体大搜索

13:50 48集连续剧：老闺蜜

16:30 最家计划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49集连续剧：局中人

21:00 七分之一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30 运动不倒"?" 25'

08:55 2020UFC 集锦

12:00 体育速递

12: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3:00 弈棋耍大牌

15:15 超级碗-汤姆·布雷迪版

16:40 2020-21 西甲联赛第 6 轮

电电视视 ?目预告

(?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17:30 超 G ?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直播：2020 中超联赛第 15 轮:上

海绿地申花-上海上港

21:30 2020 年 ONE 冠军赛新加坡站

22:30 直播：2020-21 西甲联赛第 6 轮

财经频道

10:40 《主角·大医》

11:00 《第一地产》

12:00 《财经风味》

12:30 《头脑风暴》

15:30 《住宅王》

17:00 《财经风味》

17:30 《第一声音》

18:00 《第六交易日》

19:00 《解码财商》

19:30 《醇享人生》

20:00 《环球财经视界》

02 要闻 2020 . 10 . 18 星 期 日

01 、 02 特 级 首 席 编 辑 李 道 权 编 辑 初 阳

李强龚正调研消费扶贫工作
推进和平台建设情况

立足当地所需
发挥上海优势
用好产销平台

晨报讯 昨天是第七个国家扶贫

日，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参加国家扶贫日我市主题活动，实地

调研市消费扶贫工作推进和平台建设

情况。李强指出，消费扶贫是帮助对口

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激发内生动力的有

效手段，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战、

助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当地所需，发

挥上海优势，用好产销平台，让对口地

区更多高标准、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

色品牌产品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

大流通，走进千家万户、走向更大市场，

助力对口地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李强、龚正来到市消费扶贫工作

平台指挥部，通过视频察看 2020 上

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举

办情况，深入了解《上海市深化消费

扶贫行动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实

施方案》推进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平

台关于扶贫产品培育孵化、展示销售、

体验品鉴、评价认证以及数据汇总统

计等功能汇报，并现场察看了对口地

区各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就进一步

深化消费扶贫、拓展市场平台，助力对

口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等与相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交流讨论。

李强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按照党

中央统一部署，上海承担了助力对口

地区脱贫攻坚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

任。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要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攻坚态

势，把上海自身优势与对口地区实际

需求更好结合起来，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助力对口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收官战，确保对口地区贫困群众同全

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要深入开

展消费扶贫，搭平台、畅渠道、强供应，

积极探索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产销新

模式，多管齐下帮助对口地区农特产

品进入上海市场，丰富市民餐桌，并通

过上海走向国内外更大市场。要进一

步总结提升扶贫协作经验做法，助力

对口地区增强“造血”功能，帮助当地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改造生产链、提升

价值链、畅通消费链，让更多优质产品

为社会所了解、为市场所接受，真正打

响品牌。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企业主体”的原则，推进全要素、

宽领域的合作对接，全力将消费扶贫

打造成东西部产业合作新的增长极。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参加。

晨报记者 荀澄敏

第三届上海市对口帮扶地

区特色商品展销会日前在光大会

展中心开幕。本届展销会以“聚焦

精准扶贫、丰富上海购物”为主

题，汇聚了500余家参展企业。来

自上海对口帮扶的云南、新疆、西

藏、青海、贵州等 7省（区、市）20

个市（地、州）以及对口合作的大

连市，在这里集中展示当地上万

种特色产品。展销会为期5天，其

中 10 月 18 日 -20 日对公众开

放。

今年展销会上农特产品的

数量、种类与去年相比都有了显

著增加。除了保有往年颇受欢迎

的云南迪庆的尼西土鸡、西双版

纳的茶花鸡,新疆喀什的泽普骏

枣、莎车巴旦木……在青海果洛

的牦牛肉摊位前人头攒动，沪卿

牌高原特产如蕨麻、青稞、藜麦、

牛肉干等受到了争相购买。

家住桂林里的李阿姨是遵

义林下鸡的忠实粉丝，这次特别

赶来购买，“林下鸡很新鲜，我们

全家都很爱吃！对上海人来说，3

斤左右鸡正好，烧出来的鸡汤香

是香得来！”其实遵义林下鸡产

业的发展壮大，正是源于将绿水

青山生态美的资源禀赋和上海

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有效结合。

上海援黔干部采用“上海龙

头企业＋ 本地合作社＋ 贫困农
户”的合作模式，引入上海圣华

公司以养代培，提升养殖户规模

化、科学化养殖能力，由合作社

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养殖，

再由企业统一屠宰深加工，面向

上海市场销售。对于上海市民而

言，购买就是扶贫！

今年展会还增设了直播专

区，依托强大的媒体资源，打造

覆盖所有新媒体终端的立体转

播格局，协助上海市对口帮扶地

区的特色商品市场化、品牌化；

探索对口地区直播销售的线上

渠道，提升对口帮扶特色商品市

场化程度和知晓度、美誉度等。

云南美，沪滇情，向来痴，从

此醉。在展会上，一款“沪滇情·

鹤庆乾酒”惊艳亮相，这是由上

海云南两地企业的共同打造。作

为入选上海百县百品的唯一一

款白酒，鹤庆乾酒目前稳居云南

本土白酒销量首位，但走出云南

走向上海乃至全国目前成效不

明显，缺少一个好的“爆发点”。

“沪滇情”系列产品的推

出，既是两地结对帮扶深厚情谊

的真实写照，也是两地产业合作

共谋发展的创新之作。上海援滇

干部、鹤庆县挂职副县长刘文与

企业方进行多次研究、开展全程

策划，帮助企业打造沪滇情白酒

品牌。从概念到内涵，从文字到

包装，从研发到销售，确保沪滇

情酒的品质和品味。在销售上市

场反响良好，125 毫升小瓶纪念

酒已被多家单位纳入消费扶贫

大礼包。

据悉，今年展会充分利用往

届成功经验，增加了特色商品展

示区，主要以云南的咖啡、茶叶、

森林生态食品三类特色产品组

成，并在现场设有品鉴、交流、洽

谈等多个环节，更好地推动茶叶、

咖啡、坚果行业的发展。另外，为

了充分促进采买对接，拓宽交易

渠道，主办方分场次和品类组织

了多场“贸易匹配”对接活动。

●
第三届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向公众开放

遵义林下鸡果洛牦牛肉
“买买买”就是在帮扶

最高炒到 3万元

英雄联盟总决赛
“黄牛票”全是假的

    晨报记者倪冬 通讯员潘东

晔报道 10 月 31 日，2020 英雄

联盟全球总决赛冠亚军决赛将会

在上海浦东足球场举行，并免费

开放线下现场观赛。目前，网上流

传所谓的英雄联盟总决赛“黄牛

票”，最高甚至炒到 3万一张。对

此，上海浦东公安专门发布提醒，

所有“黄牛票”都是假的，并已对

网上出现的相关“黄牛”倒卖违

法行为进行调查。

作为一桩规模大、影响广的国

际电竞赛事，仅有的 6312 个免费

观赛席位吸引了无数玩家粉丝的

追捧。为了符合防疫管理的要求，

且防止黄牛倒票，赛事主办方将

6312张门票全部免费赠送，并将

通过实名证件登记、公证摇号抽

取、观赛资格确认、人脸核验身份

证实名入场，严格进行线下观赛资

格的产生和管理。而且，这次决赛

观赛无任何实体票据，只有电子票

据，观众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将自

始至终都作为此次英雄联盟全球

总决赛现场观赛资格的唯一登记、

抽取及入场凭证，且人证必须对

应，全程不可转让或转售。

据悉，赛事官方在开启登记

通道后仅 4小时，登记人数就超

过 100 万。本次登记的玩家数量

达到 320 万人，中签概率大约为

1/500。超低概率也让黄牛看到了

“商机”。

目前，网上已经开始流传所

谓的英雄联盟总决赛“黄牛票”，

最高甚至炒到 3万一张。另有不

同价位提供不同中签率的代摇号

服务，只需提供电话、姓名、身份

证号、英雄联盟游戏账号密码就

可“通过内部渠道进行官方正规

摇号”，7500 元可保证 100%中

签拿到票，500 元有 30%的概率

成功中签，失败不退款。

目前，浦东公安分局已对网

上出现的相关“黄牛”倒卖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

比赛当天，浦东警方还将组

织安排警力加强场馆外围治安巡

控，严厉打击黄牛扰序行为，避免

不明情况的观众上当受骗。

治安支队程君警官表示：这

些所谓的“黄牛”都是骗子，“黄

牛票”都是假的。6312 个观赛席

位，全部通过摇号方式产生，且跟

摇到的身份证号直接挂钩，一一

对应，不可转让。

第三届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集中展示特色产品 /?报记者 荀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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