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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缘何来了批
“新面孔”
？
新华社广州 10 月 17 日电（记者 邹多为 丁乐）
“接洽多得出乎意料！网红景点运营方、城市管理部
门都纷纷和我们联系。”正在此间举行的第 130 届广
交会上，
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副
总裁薛鹏难掩内心喜悦。
薛鹏口中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带货神器”，正
是亿航自动驾驶飞行器。这个几乎“独霸”展位的“大
块头”可以广泛应用于交通、旅游、物流、医疗等不同
场景。
一张首次参展的“新面孔”，在成交效果最好的
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上“凡尔赛”，
这样的场景开展以
来屡屡出现。据展会主办方介绍，本届广交会线下展
为时隔两年首次恢复，共吸引 7795 家企业，其中 318
家为首次参展，
覆盖电子、机械、能源等众多品类。
在我国外贸发展仍存在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外贸企业面临原材料上涨、海运费用高涨等困难
的背景下，一大批“新面孔”竞相亮相“中国第一展”，
为了什么，
又说明什么？
“我们看中的就是‘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初
来乍到，
主要是为了借助这个可以‘买卖全球’
的综合
性贸易平台打响品牌，打通国内国际经贸合作的渠
道。
”
薛鹏说。
自 2016 年起，亿航智能的飞行器迭代升级，已在
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 10 个国家完成了试飞和演
示。
“我们正从单纯的制造商向方案服务商转型，
希望

飞行科技可以普惠智慧城市的美好生活。”谈及未来
愿景，
薛鹏满怀期待。
漫步场馆，同为首次参展的企业，比亚迪携爆款
车型汉 EV 闪亮登场，更折射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快
打通国内外市场的脚步。
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介
绍，
当前，
新能源汽车浪潮已席卷全球，
比亚迪正处于
行业风口，其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呈爆发式增长并
屡创新高：今年前 9 个月同比增长 204%，目前市场待
交付的订单超过 15 万台。
借助成本和市场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加速
变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9 月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达 17.3%。按照目前趋势，我国将提前实
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的目标：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
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
此外，从自主创新到开放创新，比亚迪还与丰
田、戴姆勒等全球同行开展技术对等合作，向国内外
开放核心零部件供应，
分享科技成果。
“广交会恢复线下展恰逢其时。”王传福说，通过
现场展示刀片电池、DM-i 超级混动、e 平台 3.0 等一
系列创新技术，有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
企业开拓海外业务提供便利。
在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陶锋看来，中
国“智”造的出海，做活了全球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互

利共赢。
“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是世界重要制造业
基地，伴随着转型升级，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全球贸
易体系和国际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
”
感受过“先进制造”的科技成果，徜徉于互联网
海洋，
数字化引领的外贸新业态同样让人“澎湃”。
步入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首次亮相的展位，
一
张企业全球物流网的电子地图格外吸睛。历经十余年
发展，
如今公司已有自营国际专线逾百条，
海外仓总面
积超 100 万平方米，
服务 1.5 万多家跨境电商客户。
公司海外仓市场总监刘韦华说，伴随电子商务
的迅猛发展，很多传统企业都在寻求转型，这对我们
双方都是机遇，希望能够抓住广交会这个契机为传统
外贸注入新鲜血液。
刘韦华介绍，公司不仅服务中国企业更好输出
产品，其海外仓、专线物流等服务也越来越受到海外
企业欢迎。尤其是在疫情下，这些业务为稳外贸发挥
了重要作用，
帮助缓解国际物流不畅。
“只有全球商品
加速流动，
全球市场的蛋糕才能共同做大。
”
新面孔，新力量，新希望。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广交会上不断涌现的“新
鲜血液”，
既是中国制造的新力量，
又是中国出口的生
力军。凭借强大的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这些企业立
足国内市场，声名鹊起后又逐鹿国际市场，为我国外
贸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眼花缭乱的互联网消费套路该消停了！
“亲，想要跳过广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 亲，想
要体验完整的抽血服务，需要下载我们的 App”
“想要提
速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加速包”……小品《互联网体
检》登上网友热搜榜，虚构的桥段却直击中了现实中互
联网消费者们的心里。网友们直呼“每一个梗都感同身
受”，直叹“喜剧的内核，原来是消费者的悲剧”。
“不觉得
你们吃相很难看吗”——小品台词道出了消费者的心
声：
那么多的网站套路，
真的该停了！
这个小品经由某视频网站播出，网友们纷纷表示：
能直面自身不足确是一种进步，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改正
问题的行动，千万不要“吐槽归吐槽，改不改是另一回
事”。
就拿小品中的一个梗——超前点播来说，它曾给各
大视频网站带来了巨额商业价值，但却涉嫌捆绑销售，
漠视消费者选择权，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让这些网站贴
上了“吃相太难看”的标签。对此中消协指出，要让消费
者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得到质价相符的应有回馈。随着
相关部门监管工作的不断收紧，
“爱优腾”已相继取消了
超前点播服务，对于消费者和视频网站本身都是一个积
极正面的开始。
有一种鬼斧神工叫默认自动续费、有一种 Vip 的 Vip
叫超前点映、有一种下载只有交钱才能加速、有一种弹
窗你怎么关都关不掉、有一种关闭按钮你点了之后就进
入了另一个广告页……靠着难看的吃相挣了钱，却失了
用户好感，
这样的网站终究无法走得长远。

今年 7 月份，工信部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四方面 8 类问题，涉及 22 个具体场
景，在侵害用户权益方面，重点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
欺骗误导用户、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说到底，
尊重是互相的，视频网站只有尊重用户的需求和感受，
才能赢得市场的回报。对于那些还在藐视用户权益的
视频网站，有关部门在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消
费者也应“用脚投票”，让玩套路者付出代价，进而拦住
他们继续套路的脚步。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开展
“ 金晖助老
金晖助老”
”
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志愿服务队前往淮南康健
养护院老年公寓，开展了“金晖助老”志愿者服务活动，
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徽商银行大家庭的爱心与温暖。
在敬老院，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上了大米、食用油、
面包等生活必需品，陪老人唠家常，了解他们的身体状
况和日常生活情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保持良好的心
态。到场的各位党员与青年团员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
福，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让老人们在节日里倍
感温馨，充分感受到了爱与关怀。本次志愿服务活动，
不仅发扬了“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弘扬了敬老爱老
的中华传统美德，更培养了员工的关爱意识，形成了良
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下一步，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将继续用实际行动践行

社会责任担当，持续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传递爱心，
播撒阳光。

研究评估全球过半海鸟
研究评估全球过半海鸟
体内含塑料添加剂
体内含塑料
添加剂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一支由日
本研究人员主导的国际研究团队近期经
调查评估，全球大约 52%的海鸟体内含有
塑料添加剂，因此认为塑料污染对海洋动
物的影响日益令人担忧。
研究人员来自日本等 7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8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对全球
16 处区域 32 种共 145 只海鸟展开联合调
查，分析其尾羽附近尾脂腺所分泌脂肪的
成分，
从其中 76 只海鸟的尾脂腺脂肪内检
出塑料添加剂，包括两种阻燃剂和 6 种有
助防止塑料因紫外线老化的稳定剂。
检出添加剂成分的海鸟包括生活在
日本新泻县的短尾鹱、靠近北极的圣劳伦
斯岛上生活的灰雀、生活在靠近南极的
南非马里恩岛的短尾鹱以及南印度洋凯
尔盖朗岛上生活的企鹅。研究人员在厄
瓜多尔等地的海鸟体内还检出紫外线吸
收剂 UV328，有关部门目前正考虑依据
一项国际条约对这种添加剂予以监管。
另外，研究人员在生活在美国夏威
夷和澳大利亚西部的海鸟胃中直接发现
塑料碎片。
研究团队估计，这次调查的海鸟
中，最多有 30%因直接吃进塑料使体内
塑料添加剂浓度上升，其余的鸟则是经
由食用鱼类等食物在体内积聚了塑料添
加剂。
日本共同社 17 日援引日本东京农工
大学教授高田秀重的话报道：“全球范围
内，海鸟体内的塑料越来越多。当务之
急是改用毒性较低、不会在生物体内积
聚的添加剂。
”
按照高田说法，全球每年生产大约 4
亿吨塑料，其中一部分成为垃圾进入海
洋，难以降解。这些塑料垃圾漂浮在海
面上或被冲到海滩上时，在阳光下分解
成更小的碎片，容易被鸟误食。据报
道，“截至 2020 年，已知 180 种海鸟摄入
过塑料，相当于全球海鸟种类总数的一
半。预计到 2050 年，99%的海鸟将会摄
入塑料”。
研究结果刊载于最新一期日本环境
化学会刊物 《环境监测与污染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