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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先用

橄榄油给排骨做个“按摩”，然后制作腌

制所需的酱料……镜头前的粤菜大厨

正在示范烧排骨的做法。 这不是酒店茶

楼在带货，而是广交会企业在直播。 昨

日， 记者随广州市第139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新闻采访活动， 走进第127届广

交会直播间，看广州企业如何“在云端”

谈生意，下订单，为自己带货。

粤菜大厨烧排骨，助手英文推酱料

昨日14时许，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交会开设的“云洽谈

室”里，外贸专员正在跟远在新西兰的

客户开视频会议。 一边是炎夏广州，一

边是寒冬新西兰，沟通交流依旧顺畅。

另一边的直播间则直接布置成了

厨房的样子，粤菜师傅正在介绍制作经

典粤菜———烧排骨。 这边师傅用中文，

外贸经理担任助手同声传译。 去腥用的

料酒，腌肉用的各种酱料，还有芝麻油、

白砂糖等调味料就摆在台面上，都是珠

江桥的经典产品。 师傅用到哪种，她就

介绍哪种，一旁的同事顺势将对应的商

品推屏。 开播不久，点赞量已近万。

实际上， 早在去年的广交会上，珠

江桥就成为了第一家在广交会上直播

的企业，当时就斩获了不少“粉丝”，不

少现场采购商走过来互动试吃。广东珠

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昌青说， 公司在线上发力并非一时之

策，本次“云交会”他们更是如鱼得水。

一天至少两场直播，场均获赞五六千之

多。“今年广交会适逢618，除了‘广交会

云平台’，我们在天猫超市、京东、拼多

多等6个平台直播，效果非常好。 ”

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周松毅说，在“网上广交会”消息

官宣后，公司立即成立了“广交会工作

专班”，全力以赴备战。 公司展厅被改造

成了直播间， 请专业直播公司来做培

训，开播前进行了几次彩排。 如今，镜头

前游刃有余的“主播”们，都是公司自己

的业务员。

通过线上洽谈，虎头发展新客户

虎头电池如今年销售干电池超60

亿只，外贸额超4亿美元，在行业中名列

前茅。 1800万美金，这是“云交会”闭幕

前一天，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的成交数据。

虎头电池公司副总经理周松毅告

诉记者，这个数字跟往届线下展会的数

字不相上下，而且其中很多成交额来自

新客户。 广交会是公司结识新客户的重

要平台，搬到线上后依旧如此。

过去，在广交会上结识的菲律宾客

户， 帮助他们打开了一个国家的市场；

如今，来自巴西、智利、意大利的客户在

广交会平台看到了他们的直播和产品，

走进洽谈室， 最终发展成为合作伙伴。

周松毅说， 线上展会解决了效率的问

题，客户不必不远万里飞来广州，打开

电脑或者手机，就能谈生意。

电池不像食品，如何在镜头前展示

自家产品的特点和优势？ 虎头电池没少

下功夫。 总结一句话，就是想客户之所

想。 周松毅说，客户最担心电池漏液的

问题，那就在着重介绍防漏特性；客户

关注的还有储存期和放电时间，就在直

播中展示相应的技术。 接下来，虎头电

池还将在海珠打造一个网红打卡点，作

为公司的直播基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穗商务宣）

为进一步推进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推进落实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

作部署，集中展示专业市场行业转型提

升的成效亮点，昨日下午，由广州市商

务局指导、广州专业市场商会联合主办

的主题为“老城市新活力-专业市场出

新出彩”改造提升交流大会在海珠区广

州创投小镇020创新实验室成功召开。

记者在会上获悉，黄沙水产新市场项目

位于荔湾区沙洛片区，总建设规模约18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7亿元，计划2023

年竣工投产。

1.4万平米融入海珠广场片区建设

会上， 海珠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海珠区积极推动中大纺织商圈逐步向

国际时尚中心转变，逐步推动商圈向创

意设计、直播电商基地发展。 以广州国

际轻纺城、 广州轻纺交易园作为龙头，

引导和支持市场进一步加快产业布局

调整，全面发展和壮大时尚研发、时尚

发布、时尚营销、时尚推广产业以及配

套产业，为时尚产业、时尚企业、时尚人

才的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记者了解到，天河区以沙河、石牌

地区为重点，分区分片推进专业批发市

场转型疏解。 有序关闭拆除正建装饰材

料市场、富林木材批发市场，为广州国

际金融城东区腾出地块，将打造立体复

合城市综合体， 引入科技创新总部、公

共设施配套、综合商业办公等。

越秀区以广州优衣仕U:US九龙国

际服装城为代表的矿泉商圈积极支持

市场引进韩国知名专业市场运营品牌。

拆除了位于解放南路的大都市鞋业城，

为海珠广场释放了1.4万平方米的土地，

该地块将融入海珠广场片区建设，有效

改善了海珠广场片区环境。

白云区推动市场创新交易模式，向

“互联网+物流+展示” 的新型批发交易

模式转变， 促进产业功能多元延伸；组

建产业

（行业）

促进会，加强行业资源对

接，补强补齐研发、检测、品牌培育等产

业链条。 通过园区化经营推动专业批发

市场转营发展。 同德西城鞋服基地通过

与智慧PARK的合作， 以转营发展的方

式，淘汰低效市场，通过微改，建成了占

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

西城智慧PARK，投资近1.8亿元，目前

已引进约15家企业入住。

黄沙水产新市场将打造成地标

有关市场代表汇报了改造提升亮

点。 记者获悉，黄沙水产新市场

（在建项

目 ）

位于荔湾区沙洛片区，总建设规模

约1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7亿元。 立足

广州市“菜篮子”批发市场布局专项规

划关于建设东洛围水产高质发展区的

要求， 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智能交易、

集中结算、集中供冷等系统，扩大土地

资源效用，实现传统批发市场向现代化

市场的转型升级，全新打造一个以水产

品集中交易、展贸、电商、物流配送、文

化商旅和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水产产业

综合体。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部副经理黄志伟介绍，黄沙水

产新市场预计在2023年竣工验收投入

使用。 新市场将会实行干湿分离、人车

分流的经营模式，“会引入电商集中交

易、集中制冷这种先进技术，打造一个

新的地标式的交易市场，做大湾区的水

产市场的标杆”。 黄志伟说，新市场投入

使用后，旧市场将搬迁改造，“会做一个

黄沙的渔人码头，一个文旅综合体”。

广交会直播间 穗企“云端”做生意

粤菜大厨直播教做菜推介酱料，电池厂商通过线上展会签新单

“老城市新活力-专业市场出新出彩”改造提升交流大会在海珠区召开

黄沙水产新市场计划2023年竣工投产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卫信）

6月22日0时至24时， 全省

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出院5例。 截至6月22日24时，全

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34

例

（境外输入

239

例）

。目前在院7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6月22日0时至24时，

广州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出院病例5例。

截至6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173例、境外输入关

联病例28例。 累计出院194例，尚在

院治疗7例。 截至6月22日24时，累计

报告境内确诊病例349例。 累计出院

348例，累计死亡1例。

6月22日0时至24时， 无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前日广州

新增出院 5例

前日全省

无新增确诊病例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 根据广

东省人社厅工作安排， 为提升社会

保险网上服务效能， 方便参保群众

查询办理社保业务， 广州市现已上

线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

上服务平台。

据了解，上线省网上平台后，个

人参保缴费记录查询打印、 社保关

系转移、养老保险服务、失业保险服

务等都可在平台上使用。

广州市人社局介绍， 参保个人

应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 应先

录入个人基本信息，注册个人账号，

使用个人已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保卡

或银联卡进行实名认证后， 方可使

用系统。使用广东人社 App 的账号、

密码与网上服务系统一致。 参保单

位应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需要

进行单位实名验证。 参保单位应用

系统， 应先注册个人账号并使用银

联卡实名认证， 再使用个人实名认

证账号登记单位信息注册单位账

号， 并通过授权码实现单位实名验

证。 授权码参保单位需携带经办人

身份证原件并填写《单位授权码申

请报告》到柜台服务窗口办理获取。

省网上服务平台上线后， 原广

州市人社局的门户网站将暂停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及工伤保

险业务查询办理功能， 城乡养老保

险业务仍维持原市网办系统查询及

办理。

平台地址：

社会保险网上个人

服务 ：http://ggfw.gdhrss.gov.cn/gdg－

gfw-service/service/ywslpt/

ywslpt_user.shtml； 社会保险网上单

位服务： http://ggfw.gdhrss.gov.cn/

gdggfw-qy；广东人社 App：可自行

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

广州市社保关系查询

上线省网上服务平台

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广交会直播间介绍烧排骨做法、推介各种酱料。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