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6日至 28日，2020贵阳进

出口商品网络交易会（简称云上筑

交会）成功举办，2万余件商品参展，

国内外 4000余家企业汇聚云端。

这是一次特殊的盛会，把交易会

搬上云端，线上以云上筑交会门户网

站向境内外采购商和消费者展示世

界优品、贵州好物，与会企业和嘉宾

云端聚会交流和探讨；线下以“云上

方舟市集 +G7保税广场”为消费体

验场景，充分展示“环球美馔、世界

名品、国潮风尚、未来黑科技” 。

这是一次注重实效、 成果丰硕

的盛会， 各方企业在合作领域上取

得新突破。短短三天，大宗贸易类商

品浏览量超过百万次， 线上直播的

访问量为 244.2 万人次， 展会总交

易额约 11.74亿元。

云上筑交会打造的合作巨轮满

载成果，各方携手云端共舞，谱写开

放新篇。

非常时期孕育非常创新。 云上

筑交会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商务模

式，提高服务水平，为新形势下推动

国际贸易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成为

“稳外贸稳外资”的新亮点。

本届云上筑交会打破传统，通

过“云展示、云推广、云洽谈” ，推进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云上筑交会期间，2001 家参展

企业携 20080件商品参展，包括亚、

欧、非、北美、南美、大洋等 6 大洲

52 个国家及地区在内的 2762 家国

内外采购企业参加。 阿里巴巴、京

东、苏宁、网易等知名跨境电商企业

及东浩兰生、贵州轮胎、吉利汽车等

企业纷至沓来，迸发“云上筑交会”

响亮的贵阳声音。

从“面对面沟通” 变为“屏对

屏交流” ， 众多国内外商品分外抢

镜，一键即可与全球贸易机会相连。

各个企业不出远门就可参与筑交会

的每个精彩瞬间。

新加坡丰树集团、 广州市贝法

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福印进

出口公司、 越南南方虾业公司河内

分部的嘉宾们通过视频连线纷纷表

示， 贵阳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巨

大的投资机遇， 他们会将目光投向

贵阳，争取找机会到贵阳投资兴业。

“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将其打

造成我市国际贸易的新平台、 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的新载体和整体展示

的新潮流。”云上筑交会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说。

贵阳创新云上筑交会活动形

式，借力“云端” 提振消费市场、借

力“云端”谋求国际贸易合作。

“黔货出海云直播活动最高优

惠至 1000 余元”“现场发放 20 万

代金券” ……在云上筑交会线下活

动场地———贵综跨境优选保税广

场，跨品牌、跨商铺推出组合优惠打

折活动，加上全息投影、鲜花快闪、

本土非遗对话世界表演等“新、奇、

特、优”体验活动，换来了买卖两热。

为配合展中销售撬动消费力增

长，在南明、云岩、白云、经开 4 个区

共投放消费券 37184张；贵州银联协

同 15家银行开展系列促销活动，在

我市掀起了中高端消费的新热潮。

在“云端” ， 云上筑交会成了

“金牌推荐官” 。黔货出海云直播活

动中，贵阳市“3个 50” 培养计划公

务员人才作为此次云直播的双语首

席商务推荐官，与当红主播、虚拟主

播一起，在云上筑交会全球官网、B

站、抖音、京东、淘宝等平台，为贵州

本土特点的商品进行云上推荐，带

黔货出国门、带海货入贵州。

在“云端” ， 云上筑交会成了

“热心月老” 。 协调组织多场线上洽

谈活动，通过视频连线、线上推荐等

多种形式，帮助企业推荐产品、拿订

单、拓市场……同时，通过云上筑交

会官方网站，让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优

质产品；数字化交易、无接触服务，既

保障健康安全， 又提升质量效率；发

挥消费市场优势，激活国外消费市场

活力，为经济恢复发展增添力量。

云上筑交会 “在线展”“网见

面”“远程谈”“云上签” 的方式也

“对碰” 出不少“火花” 。 欧洲采购

商表示，通过视频连线，仔细看到了

贵州特色，特别对贵州茶叶、辣椒、

银饰等有了新的认识。 非洲采购商

嘉宾代表表示， 从视频里看到黔非

合作的巨大潜力， 对未来中非经贸

往来充满信心。

数据显示，展会活动期间，大宗

贸易类商品浏览量超过百万次，线

上直播的访问量为 244.2万人次。

空间有限，网络无限。

云上筑交会期间，在贵阳广播电

视台演播大厅，贵州及国内外企业进

行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云洽谈。

在企业对碰云洽谈东盟专场，

现场共集中签约 4个项目， 涉及金

额 840万美元；非洲专场，黔非企业

现场云签约总金额达 660 万美元；

欧洲专场，通过“网见面、远程谈、

云上签” 的形式，贵州企业和欧洲

客商达成意向性交易额约 200 万美

元……

短短三天内， 云上筑交会精心

安排战略对接、 理念交流、 经验共

享、 项目洽谈、 展示展览等关键环

节， 切实为贵州与全球开展更紧密

的合作搭建平台、拓宽渠道、创造条

件、提供服务，形成了一批实实在在

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总交易

额约 11.74亿元。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节点枢

纽城市，贵阳市提出，要抢抓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做大贸易流

量，参与国际分工，分享价值链红利，

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产业升级

和消费升级协同共进、创新驱动和经

济转型有效对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持久、更强劲的动力。

借助云上筑交会平台， 国内外

专家纷纷“解囊献策” 。

东方智库研究员孙树忠表示，

逆全球化阴霾下，产业链、供应链重

构为贵阳创造历史性发展机遇。 作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贵

阳应抢抓新机遇， 积极融入国家新

一轮对外开放格局。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

院秘书长高健也认为， 在陆海新通

道的区域优势和地理优势下， 激活

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贵阳大有可为。

……

2020 云上筑交会的圆满闭幕，

这是贵阳以不负韶华的担当作为和

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跃上云端，持

续打开对外开放大门， 蹚出贸易促

进新路径的有力实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本报讯 6 月 28 日， 贵州省财政

厅、省应急厅向 6 月 24 日以来遭受严

重暴雨洪涝灾害的惠水、三都、贵定、

镇宁等重灾区紧急下拨省级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资金 500 万元， 用于支持帮

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应急

救灾工作。 （成虹飞）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综合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 周进

4

本报讯 6 月 29 日， 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 “脱贫攻坚走基层·蹲点

调研行” 第二站走进望谟县。 当日

上午，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与望谟县

“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签

约仪式在望谟县政府举行。

据悉，望谟县属国家“八七” 扶

贫攻坚重点扶持县和滇桂黔石漠化

片区扶贫重点县。受自然条件较差、

基础设施滞后、 自然灾害频繁等因

素制约， 全县贫困面大、 贫困程度

深， 是贵州省 16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郊纳镇被列为全省 20 个极贫乡

镇之一，共有 42个村被列为深度贫

困村。 2014 年，全县共有建档立卡

户 26211 户 100970 人，贫困人口发

生率为 33.74%，贫困村共有 103个。

签约仪式现场， 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与望谟县签订媒体助力协议，

并向望谟县捐赠价值 500 万元的脱

贫攻坚广告。 同时，“助农团团” 望

谟县展厅正式线上开通， 双方将共

同推广望谟县特色产业、重点产业，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在此次蹲点调研行中，融媒体采

访团将蹲点脱贫村镇、 深入田间地

头、走进农户家中，多角度、全方位采

写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的新闻报

道，通过贵阳日报、贵阳晚报、贵阳

网、 贵阳头条 APP、ZAKER 贵阳

APP以及集团微信、微博、入驻号矩

阵等渠道进行统一发布。 同时，联合

腾讯新闻、百度新闻、今日头条、抖音

等网络平台，构建跨平台、跨介质的

融合传播格局，力求最大程度扩大传

播效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6月 29日，省政府办公

厅的最新消息， 为坚决防止脱贫人

口因病因灾致贫返贫，我省印发《保

险助推全省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行动方案》，到今年底，实现省内

贫困地区保险服务到村到户到人，

对贫困人口“能保尽保” 。 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报销比

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

据悉， 本次行动我省将进一步

健全全省保险服务网络， 进一步丰

富保险产品和服务， 进一步扩大保

险覆盖面，进一步降低保险费率，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与我省脱贫攻

坚相适应的保险服务体制机制，形

成各级机构协调配合、 共同参与的

保险服务格局。

本次行动共有四项重点任务：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切实防止因灾

因市场波动致贫返贫；大力发展健

康和民生保险， 切实防止因病致

贫返贫；大力实施特惠政策，切实

落实各项资金安排； 大力完善保

险机构体系， 切实加大保险资金

支持力度。

在发展农业保险任务中，省政

府要求各地政府特别是 “9+3” 县

区政府要组织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充分发挥保险损失补偿机制，以农

业种养殖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为重

点，积极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

变化的双重风险，坚决防止因灾因

祸致贫返贫。 不断推进农业种养殖

保险， 确保我省 11 个中央财政保

费补贴险种品类全覆盖。 因地制宜

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保险险种，确保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全覆盖。同

时，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

功能， 力争做到 12 个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保险“能保尽保” 。

在发展健康和民生保险方面，

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大病保

险支付倾斜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大病保险起付线在普通参保居

民基础上降低 50%，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进一步减

轻大病患者、 贫困人口医疗负担。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积极开发

推广贫困户主要劳动力意外伤害、

疾病和医疗等扶贫小额人身保险产

品。 积极推广以团体人身医疗保险

为主、各类损失保险为补充的“防

贫保”组合保险。 将“防贫保”组合

保险纳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范畴，

对县级参保费用提供补贴支持。

此外，加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网点建设，持续推进乡、村两级保

险服务网点建设，努力实现服务行

政村全覆盖。 并创新保险资金运用

方式，探索开展“农业保险 + 扶贫

小额信贷保证保险 + 保险资金支

农融资” 业务试点，帮助参保贫困

人口获得免担保、免抵押、优惠利

率的小额资金。 （肖达钰莎）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象台预计，6

月 29 日傍晚到 7 月 2 日，我省降水天

气频繁， 省的中北部及西部局地有暴

雨或大暴雨。 为应对新一轮强降雨，经

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 贵州省气象局

决定于 6 月 29 日 11 时启动气象灾害

（暴雨）Ⅲ级应急响应的命令。

具体预报为：30 日夜间到 7 月 1

日白天， 全省各地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或雷雨， 省的中部及西部地区有中到

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7月 1日夜间到 2日白天，全省各

地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省的中

部以北以西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根据贵阳市气象台预计， 从 6 月

29日夜间开始至 7月 2 日， 贵阳市将

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 过程累

计降雨量 80-160 毫米，局地超 200 毫

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

贵阳天气具体预报为：6 月 30 日

夜间到 7 月 1 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

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北部和

西部局地暴雨，气温 21～24℃。 7 月 1

日夜间到 2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 局地大暴

雨，气温 20～23℃。在雨水的作用下气

温也会有下降， 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

具的同时也要适量增添衣物。

（张晨 李兰兰 石奎）

向望谟县捐赠价值500万元脱贫攻坚广告

一场“跨越山海”的云洽谈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与望谟县签订媒体助力协议

我省印发《保险助推全省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行动方案》

贫困人口大病保险报销取消封顶线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开阳县招聘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开阳县

2020年公开招聘小学、 幼儿园教师笔

试于 6 月 28 日至 29 日进行。 此次开

阳县招聘教师 281 名， 共有 22669 人

报名参加考试。

据了解， 本次笔试考试设开阳一

中、开阳二中等 7 个考点 362 个考场。

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公开，开阳县

派出了巡视督查组、综合协调组、考务

工作组、试卷保密组、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护组等 13 个工作组，各组制定子方

案，明确具体人员岗位和工作职责，严

肃考风考纪。

期间，为方便考生赴试，开阳县调

度了公交车 5 辆、 客运车 150 辆负责

载送考生， 另外还协调储备了 30 辆

1500座保障用车。

同时，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县

在各考点设考务办公室、 医疗救护组、

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等小组，并在

各考点备齐了应急帐篷、口罩、额温枪、

测温门等疫情防控物资，确保考生人人

测体温、戴口罩。 （王杰 周继）

开阳县公开招聘教师———

281个岗位

22669人赴试

强降雨天气来袭

我省启动气象灾害

Ⅲ级应急响应

■相关新闻

我省下拨500万元

支持应急救灾工作

———写在 2020 贵阳进出口商品网络交易会圆满闭幕之际

破局而出

打造贸易新平台

云端发力

多平台闯出新机遇

硕果累累

开创对外开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