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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云”上谈

本届广交会期间，往日人声鼎沸
的琶洲岛广交会展馆变得静悄悄，但
网上平台却别有一番热闹天地。

老外贸人赵谷峰参加了 17 年的
广交会，自认为见过些世面，但首次
搬到线上，一度让他“心里没底”：
隔着屏幕谈生意，真行吗？

结果，“客商还没见面，购物车
就装满了！”

根据大洋网的文章，广交会开幕
首日，赵谷峰的线上展馆刚“开张”
1 小时，就接到 2 张海外意向订单：
一张来自沙特阿拉伯，另一张来自塞
拉利昂，两张合作意向订单金额合计
近 30 万美元。在接下来几天里，赵
谷峰将以“屏对屏”的新面孔，向全
球客商推介自己的新产品。

赵谷峰的经历是一个缩影，本届
广交会期间，50 个网上展区全天候
服务，不间断在线直播开启，很多企
业对此寄予厚望。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海尔海外
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庆福表
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把在
线下无法展示的一些产品和场景，通
过 线 上 形 式 ， 更 为 生 动 地 展 示 出

来。”深圳市四驾马车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外贸经理张权表示：“这次网上
展会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个跟更多国家
的一些中小型客户合作的机会。”

不仅广交会官网已然“变身”网
上展馆和大型网购与洽谈平台，参展商
也是各出“奇招”，不论是食品、家居
装饰品、纺织服装企业，还是电子家
电、五金化工企业，都纷纷加入直播

“大军”，面向全球开启“云端卖货”。
央广网的报道称，要想在如此数

量巨大的参展企业中脱颖而出，一些
参展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24小时
向全球客户展示模具、注塑、总装等
流水线，还有一些企业把会议室改造
成直播间，配上了背景板、补光灯等
设备，更有企业邀请了专业的直播团
队，创维集团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我们安排了无人机航拍、工厂
巡展，邀请设计师来给我们讲故事，
每天都不重样，每天都有新主题，让
消费者、参展商每天能够关注创维直
播间。另外，针对采购商，我们还准
备了 3D 产品展示，包括专属的 VIP
直播间，还有VIP会议室以及实物样
机的展厅。”创维海外营销市场营销
经理雷庆说。

广交会搬到“云”端，打破了原
有的时空界限，让参展企业看到了新

机遇，大家都希望通过新模式，碰撞出
更多新商机。网友“一只羊羊崽”留
言说：“我老爸的企业也参展了，他还
是主持人，昨天我第一次看他直播带
货，好有趣！”网友“清南”感叹说：

“厉害了，一切皆可直播。”而网友
“蜀山姑娘”兴奋地留言说：“下午已
经收到来自泰国和美国客户的询价。”

“黑科技”显身手

网上展示、直播推介、供采对
接、在线洽谈，一系列线上“带货”
是如何实现的？这当中，5G网络、大
数据、超算、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纷纷赋能“云展会”，即时通讯、
视频会议、实时直播等多种“黑科
技”手段大显身手，尽可能地突破时
间、空间带来的限制。

10 天 会 期 、 24 小 时 不 间 断 直
播，广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发展处副
处长刘青表示：“广交会体量巨大，
但今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
度可以确保平台的稳定性。”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作为
技术服务供应商，腾讯派出上千人团
队为“云”上广交会建设提供全方位
的技术支持。据相关负责人宋可心介
绍，腾讯云在全球部署 1300 余加速
节点，支持全球数十万展商和采购商
网上参加广交会。截至目前，展商已
上传超过100万件展品。

该供应商还为本届广交会搭建网
上直播平台，为参展企业单独设立
24 小时全天候网上直播间，企业既
可以与客商在网上进行单独面对面洽
谈，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面向全球客
商进行宣传和推广。另外，为了满足
B2B场景的私密性需求，展商直播可
设置观看权限，面向全体直播或定向
直播；直播过程中，采购商可向展商
提问，对话内容仅双方可见。

根据《信息时报》的报道，中国
电信为全国的展播商提供5G+4K超高
清直播一整套服务，该公司5G+全光
网的直播产业基础设施，提供 4K 高
清、VR、MR等多种产品展现形式，

只要参展商有需求，即可申请5G+全
光网的直播产业基础设施服务。

手指轻轻滑动，就可以 360 度
“逛”遍展厅每个角落，产品细节清
晰可见，还有在线导购讲解，仿佛置
身实景之中……为提升企业参展效
果，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东康云多维
视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谢
维恩一直带领技术团队为多个参展企
业量身定制云展台。

“疫情防控之下，云计算、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谢维恩
表示，网上广交会可谓是全社会、全
球参与的一次“云试验”。

“实际上，5G的大带宽、低时延的
网络特点，配合云端算力，正是未来4K
超高清视频、VR、MR等多媒体在线展
示场景的必要‘底层’支持。”《广州日
报》的报道这样指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晖认为，网
上广交会从承诺变成现实，依靠的正
是活力十足的中国互联网产业。

看了“云”上广交会，网友“屋
里有只萤火虫”赞叹说：“让世界看到
中国科技之美。”网友“Kind 启俊
0821”在留言中感慨地认为：“科技引
领生活。”网友“清北”留言说：“网
络时代，一切都可以‘云’起来。”

助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云”上广交会，效果怎么样？
在新媒体平台“南方号”上，

“汕头政务发布”发文称，“汕头分团
348家企业迎来本届广交会线上‘首
秀’，在首日取得好成绩。截至 6 月
15 日 18 时，汕头市参展企业在线成
交金额为 453 万美元，约有 1.7 万名
采购商访问汕头市参展企业的‘云展
厅’和直播间。”

同样是在“南方号”上，“云浮
发布”发文称，“广交会开幕式首
日，广东省云浮市各参展企业直播
间，累计观看人数达 1.2万人次，接
待采购商近 2000 人次，获得近 20 万

点赞量，首次直播营销模式，获得较
好的人气流量。”

“广交会网上举办是全球贸易界
的一大创举。”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
副会长阿兰·安戈铎的话代表了众多
中外企业的心声。

本次广交会在网上举办，是特殊
时期的创新举措，探索了国际贸易发
展的新路，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扩
大开放、努力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的坚定决心。

客从“云”中来，危中育新机。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数字技术
让这个有着悠长历史的贸易盛会融入互
联网、拥抱数字化、焕发时代活力；
VR虚拟展位、工厂“云监工”、视频
洽谈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让跨国大生意
在“手指滑动间”达成。央视网发布题
为“‘云端’广交会，开放中国的靓丽
风景线”一文认为，中国举办“云端”
广交会，探索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路子，
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国坚定不移推动扩
大开放、努力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

国际在线的文章认为，本届特殊
的广交会要带的货不仅仅是 16 大
类、50个展区，180万件商品，更包
括以强大的平台展示出的中国电子商
务积淀和“新基建”的雄厚实力。其
中被广泛使用的数据中心、5G 网
络、云计算、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底层”技术能力，和广交会上的
商品一样，都能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增
长点。这种不断“升级”和“上新”
的能力，也是广交会全球性带货吸引
力的长期保证。

网友“清南师兄”之前长期关注
过多届广交会，但他认为“本届广交
会更值得关注”，因为“这是63年来
首次网上举行的广交会，供采双方屏
对屏沟通效率不减，观众也没有地域
限制，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加速推
动了中国外贸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网友“快乐的塔哥”留言认为，
“这是一次突破时空限制的贸易创
举，能为全球贸易注入新动能。”

在广交会的直播间里，人们会看
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里不仅
有说英语的主播，还有说法语、德
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个语种的主
播，由于要面对大量境外采购商，很
多企业都尽力挑选最合适的外语主
播。但不管是使用哪种语言，都能让
人们感受到他们在推荐产品时的真挚
与诚意。

10 天里，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
网上洽谈，这个久负盛名的贸易盛会
首次整体搬上“云端”，在为中外企
业创造互利共赢新商机的同时，更让
人们看到了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实力。

有信心。今年以来，受疫情影
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企业履约接单困难凸现。此次创
新方式在网上举办广交会，有利于帮
助企业保订单、保市场，增强外贸企
业信心。线上展示、在线直播打破了
空间和时间限制，虽然不能当面洽
谈，企业展现的产品和内容反而更
多，无论是从进、出口交易撮合来
说，还是从促进投资项目洽谈来看，
本届网上广交会，都对中国和各贸易
伙伴恢复增长、稳定世界经济作出了
实实在在的贡献，向世界发出中国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有实力。正如广交会秘书长、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李晋奇所言，“把
连续举办63年的广交会整体搬上‘云
端’，不是简单的复制。”如此大规模的
线上展会，却能开展得叫好又叫座，与
相关领域长期积累的发展实力是分不开
的。一方面，中国各领域的企业近年来
不断加码线上营销渠道，千方百计开拓
新的市场机遇，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
速；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支持也引人
注目。事实上，本次广交会上，5G网
络、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数字科技大显身手，为“云
上盛会”提供了坚实的数字基础，也正
是因为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内的稳步发
展，这一届网上广交会才能开展得如此
从容，成为一次更深层次上拥抱数字化
的全新尝试。

63 年来，在广交会上，一批批
企业从这里扬帆起航，由小到大走向
世界，一批批全球客商在这里与中国
结缘，分享机遇共同
发展。面向未来，不
断创新发展的广交
会，必将继续为中外
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
新商机，为世界经济
恢复发展增添力量。

网友热议广交会搬上“云端”

见屏如见面 客从“云”上来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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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上午10时，当我们打开广交会官网展商直
播大厅的页面时，显示有5500个左右直播正在进行中，到
了下午4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0个。”央广网日前刊
发的一则报道，展示了广交会在“云端”举办的盛况。

6月15日上午，备受瞩目的第127届广交会开幕。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届广交会创新方式，63年来首次完
全以网络形式举办，海内外近2.6万家企业参展。进入展商
直播大厅，多场直播同时进行，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和6家跨境电商平台链接同步上线……

创办于 1957年的广交会，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对于本届“云”上举办的广交会，网友
纷纷表示关注，认为“广交会正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全球市
场，释放出更加开放的信号。”

▶6月12日，广州轻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为第127
届广交会进行直播排练。 新华社记者 胡拿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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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在浙江正导电缆有限公司内，外贸部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直播展
示企业产品以及生产环境，参加广交会。 张 斌摄 （人民图片）

▼6月 17日，在湖南工商大学专场招
聘会上，求职者 （上） 了解岗位信息。

当日，长沙市高校毕业生服务季专场
招聘会举行。来自望城经开区、浏阳市共
42家企业提供近 1800个工作岗位，吸引
众多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6 月 16 日，安徽理工大学应届
毕业生程炜玮 （左） 参加合肥新站高
新区招才引智校园专场招聘会，寻找
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

今年，安徽理工大学在抓好线上
“云招聘”同时，针对部分未就业毕业
生专业特长，优选安徽合肥新站高新
区的 13 家高新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600
余个，实施精准招聘，对接高校毕业
生就业“最后一公里”，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

陈 彬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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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冠灭活疫苗所有受试者全部产生抗体个新冠灭活疫苗所有受试者全部产生抗体！！》》

网友“一路”

为中国科学家点赞。总有人冲在最前线，总有人在努力付出，致敬！

网友“Deep”

在新冠灭活疫苗研发上，我们走在了世界前列。为中国速度点赞！

网友“D”

祝贺！期待可以早日应用在临床中，让我们再也不用谈“疫”色变。

微信公众号“新华社”《高温之下核酸检测现场，这一幕幕

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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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疼……让人心疼……》》

网友“find”

别说高温天气，就是在正常气温下，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站着不动
都会出汗。白衣天使们太辛苦了，致敬！

网友“小树苗”

我们要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大家都要勤洗手、戴口罩，战疫必胜！

（栏目编辑：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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