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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为荷花

进行翻盆作业。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拉内需 促消费 文旅体暖企在行

动———2020 年东莞市文旅和体育产品

云上采购会”（下称“东莞文采会”）将

于 4 月 21 日~30 日在线上平台“文化

云采”全面开启。为做好本次东莞文采

会的供需对接， 主办方向全市各级工

会了解了本年度工会采购需求。 记者

获悉，在采购需求中，对于文化类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较强， 占整体需求比例

的 42.5%。

工会采购文旅体产品需求依

旧旺盛

尽管受疫情影响， 部分工会活动

已延期举行，但仍计划在本年度完成，

因此在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采购需

求依然旺盛。据了解，全市各级工会的

采购需求中， 对于文化类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较强， 占整体需求比例的

42.5%，诸如文化活动通票、电影票年

卡、文艺演出、书籍采购等服务也被多

次提及， 希望参展商能提供相应的优

质服务。“我们的工友对多元文化生活

需求还是比较强烈， 希望可以从东莞

文采会中看到多项服务合一的通票产

品，实现‘一票玩转’各类文娱活动。 ”

来自企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如此反馈。

此外，旅游类服务、体育类服务的

采购需求占比基本持平， 占整体需求

比例分别为 22.5%和 35%。出于工会专

项经费使用的规定， 全市各级工会尤

其对本地红色旅游路线、本土生态游、

体育用品和体育团建活动（含策划服

务）等产品和服务需求较高。

来自基层单位工会的工作人员表

示，“我们一方面很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本土的红色旅游路线， 可以跟我们的

党建活动结合， 让党员和普通工友都

能乐于其中； 另一方面也希望看到一

些优惠的体育用品，可以采购给各个

工友。 我们还希望在东莞文采会找

到一些价格适中又有趣的体育团建

活动， 或者体育场馆的优惠租赁年

卡，尤其在这个疫情防控期间，这类

的活动可以很好舒缓工友的紧张情

绪，充分发挥我们基层工会的作用，以

便促进加快复工复产回归正常轨道。 ”

即日起采购方可注册，市民可

“血拼”

针对基层群众文化、旅游、体育活

动需求， 东莞文采会还将提供文艺培

训课程包、非遗文创产品、全年景区套

票、酒店特惠预订、体育场馆优惠套卡

等，范围囊括全市“网红”场馆、热门景

点和各类抢手演出等。 即日起，所有采

购主体均可通过网址注册成为本次东

莞文采会的买家。

本次东莞文采会一方面搭建了扁

平化的线上交易平台“文化云采”，让

过去抽象的文化、旅游、体育类服务成

为一个个明码标价的“产品”上线，还

联手抖音平台， 以市民喜闻乐见的线

上直播方式，24 小时全天候“带货”；另

一方面不仅开放渠道给政企单位、各

级工会进行采购， 还将普通市民纳入

采购主体，让基层群众可以自由选购。

“平时自己也有玩抖音的习惯，很

高兴这次看到东莞文采会也能用上这

个平台。 ”从网上看到相关信息后致电

咨询的陈小姐， 对参与本次文采会感

到兴奋，“之前就有留意东莞文采会的

信息，但都是企业或公司才能采购，这

次作为市民也可以进场‘血拼’，而且

只通过手机就能完成注册， 真的太好

了！ 因为疫情打乱了之前的家庭旅游

计划， 这次很希望可以看到一些优质

的旅游路线， 并给孩子买点培训课

程。 ”

工会采购文化产品及服务需求旺

东莞线上文采会4月21日~30日举行

当下正值培育荷花的季节，东莞

市桥头镇荷花种植基地上万盆的荷

花经过前期的翻盆工作，目前已进入

种荷阶段， 预计本周内完成。 待到 6

月，万盆荷花将娇艳盛放，给人不一

样的视觉冲击感。

目前，桥头荷花种植基地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栽种荷苗。 据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盆栽荷花不同于池塘里的大

型食用藕和湖边的大型观赏莲，花开

于盛夏，怒放于骄阳。 盆栽荷花的花

朵清香艳丽，荷叶碧绿如伞，既有如

少女般亭亭玉立之身姿， 又有如君

子般挺拔伟健、出淤泥而不染的儒

雅高洁。每年的 3 月份都会进行翻

盆挖藕工作，4 月份开始种植。 翻

盆的作用是让荷种在水里生长 15

天以上，让它生根浮叶 ，等到它的

根部长到 10 厘米左右时， 就可以

进行栽种了。而每个盆只能栽种一

棵荷种 ，一般选取三节莲藕 ，并且

要有完整的芽苗，这样种下去才能够

正常地生长。 由于盆栽荷花是水生植

物，所以盆里要有充足的水，且一定

要漫过荷苗。

据介绍，今年桥头荷花种植基地

种植的盆栽荷是蝶恋花、 中山红台、

明尾莲等近 400 个本土培育的品种，

等荷叶长出来以后，工作人员会根据

实际所需，做好除草、除虫、施肥等工

作，确保上万盆荷花能够如期开花。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陈凤娟

桥头种下万盆荷花

将于6月如期盛放

有蝶恋花、中山红台、明尾莲等近400个本

土培育的品种

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东莞市委员会获悉，4 月 14 日， 东莞

组织 25 家企业参加由中国贸促会主

办的“中国-拉美（墨西哥）国际贸易

数字展览会”，为企业争取免费参展名

额、提供参展培训等服务。

4 月 14 日上午，“中国-拉美（墨

西哥）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北京开

幕。 这次展览会在线上举行，为期 15

天， 旨在帮助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来自中拉双

方政府、 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等近

500 人在线参加了开幕式。

据悉，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中国浙

江、广东、湖北等 28 个省区市的 2000

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墨西哥、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等 10 多个拉美国家的

5000 家采购商观展，另有 4 万条买家

数据供参展企业对接， 是迄今为止国

内举办的最大规模在线国际展览会。

展品类别涵盖医疗器械、建材五金、办

公用品、家具家居、礼品、电子消费品、

家电、纺织服装、食品等，并专门设置

“防疫物资展区”。

展会同期举办了主题为“数字贸

易为中拉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的研

讨会，进一步放大数字贸易功能，中国

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 中国驻墨西哥

大使馆经商参赞邹传明出席并致辞。

在“中墨数字贸易周”期间，每天举办

包括消费电子、纺织服务、家居用品、

建筑材料、机械工具、行业专场论坛。

此次网上展会是全球疫情形势倒

逼传统展会模式创新改革的尝试，是

对线下会展的补充和发展， 也是国际

展览业界从“线下”转型“线上”的先

锋，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

意。 东莞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会长

曾民盛指出， 希望企业通过平台的网

上推介、在线洽谈、精准配对和供采对

接等服务，继续拓展国际业务，先人一

步利用展览会争取拉美市场， 提前布

局抓订单、保客户。东莞市贸促会将继

续加大力度做好会展工作， 积极为企

业拓展国际市场搭建新型、 有效的展

会平台，发挥好桥梁作用，助力东莞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东莞25家企业

参加“中国-拉美

贸易数字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