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许 诺 美编 李 飞 审读 于子鹏 排版 王慧芬

7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北京国际城市
设计大会举办

在11月19日开幕的2022（第六届）北京国际
城市设计大会上，《北京建筑大学服务北京建设
人民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该行动计划
提出要“助力北京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规划了
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等 8
项重点任务，明确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团
队建设体制等5项举措。

据悉，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由北京建筑大
学发起主办，从 2016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
今年会议以“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
聚国内外百余位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
学者等，围绕当代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文化遗
产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力求精准服务北京
城市更新行动计划的实施，提升北京城市空间品
质与活力，推进人民满意城市建设。 宗 和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举
行新闻发布会透露，第11届电博会将于2023年4
月 7 日—9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全馆举行。
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引领 协同发展”为主题，全
力打造全球电子信息全产业链高端展示平台，以
此推动科技产业创新，实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高
质量发展。

据悉，本届博览会以“全球视野，国际一流，创
新引领，服务产业”为理念，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
展馆规模达10万平方米，将规划“主题馆、新型显
示及应用馆、半导体产业及应用馆、前沿科技应用
馆、电子生活生态馆、数字经济创新馆、新一代信
息产业制造馆、物联网智通应用技术馆、基础电子
馆”九大主题及展馆，展示电子信息产业最新发展
成果与趋势，以及未来可期的应用场景。宗 和

第11届电博会
定档明年

青岛市贸促会（市会展办） 青岛日报 联合主办

碳足迹“账本”拓宽会展绿色通道

按照国际公认计算方式，一场200人规模
的普通会议一天带来碳排放大约是 30 吨。
如果没有这样数字的冲击，可能很难意识到
碳排放与会展业的关系如此紧密。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新业态推动着会
展业的发展，线上展会、数字展会等智慧型会
展成为了会展业新兴且极具生命力的发展模
式。而绿色会展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会
展整个产业链上倡导低碳生活的发展方向。

梳理近年来青岛在绿色展会方面出台的
相关政策不难发现，青岛正在向绿色展会精
细化和市场化管理迈进。

国务院去年2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推进会展业绿色发展，指导制定行业
相关绿色标准，推动办展设施循环使用，就此
奠定了青岛市绿色会展一系列举措的基础。

2021 年 6 月，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将企业
标准《绿色展台搭建管理规范》提升为团体标
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平台发布实施。

同年 11 月，青岛市贸促会发布的《青岛
市会展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开
展绿色会展攻坚行动。

今年2月初，《青岛市促进会展业发展10
条政策》印发，新增了对绿色展会的扶持，符
合条件的绿色展会将一次性补助10万元。

今年的 10 月 8 日，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的《会展活动碳足迹核算指南》正式执
行，由青岛市贸促会归口管理，对会展业绿色
标准、转型升级作了明确要求。指南作为推
荐性地方标准，将作为未来三年《10条政策》
的绿色展会评价依据。

岛城一家展会搭建公司向记者表示，为
满足对绿色布展的要求，公司近年来加大了
对布展碳排放的限制。在策划设计方面，主
动向展商提出可备选方案，引领企业接受绿
色可循环的方式；在选材上，使用可循环的材
料，如钢材、铝材和环保板材等；在技术上，使
用投影、VR 等方式提升布展效果；在模块化
方面，实现展台的可组装、拆装，可搬运；在废
料处理方面，尽量减少垃圾，对垃圾进行环保
处理。“以往是通过直接的行业管理、政策行
业规章来限制展会的碳排放，现在有了地方
标准，可以基于会展活动生命周期进行碳足

迹核算。这就像有了碳足迹的账本，量化后
的碳足迹指标使得会展项目获得专项补贴变
得更加清晰透明。”

数字化技术给会展插上腾飞翅膀

今年上半年，市政协委员、康福莱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平提出的关于打造
RCEP数字博览会的提案引起市贸促会有关
部门的关注。

薛平提出，会展业对带动产业发展、拉动
市场消费、扩大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等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受疫情影响，参展、观展的
风险急剧增加，国际贸易企业更是面临“出不
去”“进不来”的困境。他建议以RCEP国际数
字博览会为契机，搭建各产业数字会展应用场
景；打造以“政府主办、国企投资、民企承办”的
会展业“青岛模式”，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市贸促会对该提案认真研究办理，及时
与委员进行沟通、面复，支持中国（青岛）首届
RCEP国际食品饮料博览会筹备举办。本届
博览会聚焦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多层次、
多渠道开展招商招展，创新数字化展会运营、
服务模式，构建起“食品饮料产业链+工业互
联网+会展”的网上平台，吸引1200余家参展
商，专业观众累计访问量突破 151万次，达成
意向交易额超过8.9亿元。充满沉浸式的VR
全景体验、直播现场的精彩图片……，借助

“云端”平台，人们将展会的精彩尽收眼底，参
展商也让产品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

这是我市重点产业链搭建会展支撑平
台，以数字化为手段推进产展融合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政策鼓励云上
展厅、虚拟展台等数字化展览新模式，提出促
进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扩大贸易成交，加快展
会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
等联动互促，积极应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云上展厅”、虚拟展台等
展览新模式，智能对接供采，便利企业成交。
青岛市则拿出真金白银对符合条件的数字展
会进行高达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山东（青岛）宜居博
览会在今年同样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今年 7
月份举办的宜博会采用更加多元化、高科技、
高智能的全景展现形态——构建出一套从

“线下逛展”到“线上直播特惠”的全场景体
验，借助“制造+服务+科技”创新服务模式，
通过网络实现逛展、VR互动体验，为参展商、
参展者提供一场高科技视觉盛宴，实现智慧
看展，科技互动。在展会期间，“观海”平台开
通直播间，邀请参展企业和行业大咖互动交
流，让线上观众通过线上了解展会和参展企
业的情况。虽然“线下宜博会”已落下帷幕，
但市民仍可继续“云逛展”。

青岛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薛山表
示，相较于线下实体展会，线上“云端”的经贸
展会依托数字化平台技术，让观众犹如身临
其境，能够摆脱传统参展办展的时空限制，成
为“永不落幕的展会”，提升了展览的受众覆
盖面和影响力。 吕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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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手指轻触，点击进入线

上展会的“云”平台，各式各样的展览
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展会搭建商在布展
时采用可回收的轻质化展板，减少展会
项目碳排放……随着云端技术完善、办
展模式创新，越来越多的经贸展会实现
了线上线下办展的交互融合和绿色低
碳办展的全新实践。“云展会”和低碳
展会在体现数字化时代市场主体新活
力的同时，为岛城企业经贸发展与海内
外经贸合作交流注入新动力。

““数字数字””++““绿色绿色””＝＝会展新活力会展新活力
政策叠加下岛城会展业加速转型升级 量化指标使专项补贴更精准

青岛海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发物业”）是青岛海发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具有国家建
设部物业管理壹级企业资质。

作为国有物业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海
发物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基层党建、基
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紧密结合，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推动“红色物业”建设，落实

“支部建在项目上”方针，将党的组织建到业
务最前线，打通社区党建“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下，海发物业服务正在通过科技
和创新构建新的价值。站在新起点，面向当
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
的大背景，塑造海发物业核心价值助力城市
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城镇人居空间、营

商环境、城市文化魅力。
海发物业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

从服务社区、服务大盘到服务产城、服务城
市公共空间场景的核心能力，也一直在探索
如何将城市和产业，城市和社区，城市和治
理相连。

如今，海发物业城市服务业务已经迭代
到2.0产品，基于敬畏专业、敬畏行业边界的

角度，海发物业希望在各个业务赛道去发掘
有共同价值观、共同理念和愿意深耕城市服
务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起开拓市场，提
升城市的治理水平。在“善治 益业 美境 惠
民”核心价值下，海发物业服务已经进入了
青岛 30 多个项目，助力政府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推动城市文明和经济协同发展。

新征程上，海发物业提出“市场聚焦、韧

性发展”，城市服务以市政公共服务、空间运
营服务、产业园区全链服务、校园后勤综合
服务和医院后勤康护服务为核心赛道，为城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助力。

展望未来，物业服务的多航道生态赋能
已经拉开帷幕，物业未来切入多元空间的前
景也将越来越广阔。作为青岛市国有企业
物业行业品牌，海发物业也将积极探索，通
过战略聚焦、产品创新、生态深度协同等举
措应对行业未来全新发展趋势，让物业服务
更有深度、尺度、温度、速度，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黄依明

宜博会优秀企业巡礼宜博会优秀企业巡礼

青岛海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推动城市文明和经济协同发展

侃卡而谈

周一晚上的梅纽因青岛学校师生音乐会上，我
听到了一首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第七分钟的
高潮段落，小提琴手李昊右手高速运弓的同时左手
尾指拨弦，四声如裂帛，过耳难忘，让我记忆里那些
右手拨弦顿时矮了三分。第二天我找来穆特、帕尔
曼等大师的影像重温这段左手拨弦。老实说，华彩
段落被多位小提琴家演奏过，听起来屡屡有点散
乱，然而现场看却不一样——李昊虽然是位入学不
久的新生，左手尾指的拨弦却交待得清晰又潇洒，
如骊龙吐珠般粒粒分明。曾经有人形容克罗地亚
球星达沃·苏克可以“用左脚拉小提琴”，足球界对
天才球员的形容词开采殆尽，下一个比苏克还厉害
的球星出现时，可以说他“能用左脚来弹萨拉萨蒂”。

也是在周一晚上，世界杯的重头戏开始连番上
演，英格兰、荷兰等种子选手粉墨登场。回看集锦
的时候我不由得自问：左手拨弦为什么难忘？类似
的拨弦在吉他、古筝等乐器上也能听到，为什么放
在小提琴上就有这么强烈的冲击力？或者就跟博
格坎普的“人球分过”、C 罗 2.95米头球一般——人
球分过是入门级的技术，头球冲顶也是从中卫到中
锋的必备，但是放在某个高速运动的情境下，它代
表的那种简洁美学、决断力量突然间让观者产生了
移情：那高速摩擦的仿佛是我的头皮。作为一门古
典运动，足球比拼的看似单位时间内两队对球场空
间、面积的有效占据，实际上总有那么一个瞬间强
队的防线松动了，门将大意了，而奇迹如同左手拨
弦般降临：乍看朴实无华，实则一击致命。

在足球中，我们几乎毫无察觉地接受了各种矛
盾：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队的球迷，巴塞罗那

（不是意大利城市）队的球迷，哈兰德（既不是意大
利人也不属于巴塞罗那）的球迷。我们为一种违反
了身体自我保护原则的运动而狂热，这项运动要求
我们用最笨拙的腿脚、最脆弱的头颅来驱动比汽车
都快速的球，同时禁用我们好不容易进化至完美的
双手。在动辄数万人的体育场里，球迷本来就不可
能看见球员的动作细节，还要山呼海啸，除了单音
节的呐喊听不清解说员的专业点评，该冷静而不冷
静；另一方面，围观小提琴演奏家的乐迷倒是应该
满怀激情，为每个拨弦、抛弓、半音而鼓掌叫好，不
断给演奏家打气，但是音乐厅的礼仪要求大家要像
坐在图书馆里一样保持安静。归根结底，我们想要
在不同的场域扮演不同的“公共人”：球迷需要扮演
超越国籍、超越语言、超越阶层的单细胞狂迷者，而
乐迷需要扮演一个冷静、辩证的艺术评鉴者。

在一个举世瞩目的盛会面前，足球的魅力何
来？生活在青岛这样一座足球城市，朋友圈和同事
圈每年都要告别一两块胫骨、韧带。在足球里隐藏
着对一种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对英雄主义的
真诚信仰。足球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只要你跑动不
息，你就可能是绿茵交响曲里的神来之笔、左手拨弦。

左手拨弦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卡塔尔世界杯终于爆出了超级大冷！北京
时间 22 日晚，在 C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
阿根廷队 1:2 不敌沙特阿拉伯队，不但自己 36
场不败纪录作古，同时也让梅西冲击大力神杯
的梦想遭受重创。而获胜的沙特队，则为亚洲
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捍卫了亚洲足
球的荣耀。在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丹麦
队0：0战平突尼斯队。

万众期待 梅西的“最后一舞”

梅西，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具号召力的球
星。作为世界足坛的领军人物，他已经赢得了
所有能够赢得的个人桂冠。但在国家队层面，
他却留有不少遗憾。在2014年世界杯、2015年
美洲杯以及 2016 年美洲杯连续三次与冠军擦
肩而过的沉痛打击下，梅西曾一度宣布退出国
家队。当时，阿根廷举国上下挽留，新教练亲赴
巴塞罗那游说，总统更亲自致电慰留。

在 2021 年带领阿根廷队夺取了美洲杯冠
军后，第五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梅西，也期待着
能够用一座大力神杯来实现自己足球生涯的大
满贯。“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肯定是的。”
梅西在赛前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在谈到此前美
洲杯夺冠对于他数次冲击大力神杯失败的意义
时，“这是我要完成一切所缺少的目标之一。”梅
西感叹道，“对我来说，在国家队赢得一些东西
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将永远难忘输掉决赛
的痛。”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西迎来了卡塔尔世界
杯的第一战。在中国，梅西的粉丝众多，加之本
场比赛的时间合适，所以阿根廷与沙特这场比
赛的收视率，也创造了开赛以来的新高。数据
显示，本场比赛收视率最高时刻突破 7%，同时
间段高居第一名。除了收视率之外，这场比赛
也冲上热搜榜第一名。几乎所有人都期待着第
五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能够在夺冠路上取得

“开门红”。

点球命中 梅西超越马拉多纳

本场比赛的出战，让梅西连续5次登上了世
界杯的赛场。在比赛第 8 分钟，裁判员在 VAR
的提示下判给了阿根廷队一个点球，梅西主罚
一蹴而就，帮助阿根廷队早早取得了领先优
势。35岁的他，成为历史上第四位五次参加世
界杯并出场的球员。而随着他攻破对手大门，
梅西超越马拉多纳和巴蒂斯图塔，成为阿根廷

历史上第一人！放眼全球范围内，此前也仅有
贝利、U·希勒、克洛泽和C罗做到过这一点。

如此美妙的开局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
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但上半场，“半自动
越位识别”却成为赛场上的主角。在不到 40分
钟时间里，梅西和劳塔罗的进球，都被“半自
动越位系统”吹掉，再加上当值助理裁判对于
劳塔罗的一次越位判罚，阿根廷队有三粒进球
均被判罚无效。半场结束，阿根廷仅仅是以

1:0 领先。
下半场，面对沙特 5分钟连进两球，阿根廷

人已经不再淡定。虽然他们的整体实力远远高
于沙特不少，但年龄老化的弊端却逐渐显现。
本场比赛，梅西、迪玛利亚、奥塔门迪和亚历杭
德罗·戈麦斯这 4 名首发队员的年龄均超过 34
岁，这让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单场比赛
派出4名34岁以上首发队员的队伍。随后的比
赛中，阿根廷全队上下众志成城，无论是在射门

数还是控球率上都远远高出对手，但却始终无
法攻破沙特队的大门，最终1:2败下阵来。

“没有任何借口，我们将比以往更加团结。
这个团队很强大，而且这一点也已经被表现出
来了。这是我们很久没有遇到过的情况，现在
我们必须证明这是一个真正的集体。”赛后，梅
西如此表示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击，我们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迎
来世界杯的开始。任何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
的，我们必须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好准备，我们必
须要赢，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沙”出奇迹 沙特点亮“亚洲之光”

揭幕战，东道主卡塔尔 0:2 不敌厄瓜多尔；
次日，伊朗2:6惨败英格兰，来自亚洲的球队，在
卡塔尔的表现可谓是惨不忍睹。而如今轮到了
曾在世界杯 0:8 不敌德国、0:5 不敌俄罗斯的沙
特，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场新“惨案”的发生。

沙特主帅雷纳德的排兵布阵，让球迷们倒
吸一口凉气。面对技术细腻的阿根廷队，他居
然把沙特队的整条后防线前提。阿根廷人当然
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连续利用反越位来
制造杀机。劳塔罗、梅西的三粒进球均被吹罚
无效，运气似乎站在了沙特队一边。

后防线前提，意味着阵型的压缩。在稳固
防守的情况下，沙特队的反击打得相当坚决。
下半场5分钟内，一次反击，一次远射世界波，沙
特人用最有效的方式让“潘帕斯雄鹰”的36场不
败战绩作古。

谢赫里和多萨里的名字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其实并不陌生，这两位沙特足球的代表性人物
在此前的世预赛中均打进7球，状态正佳。而面
对表现堪称灾难的阿根廷队后卫，这二人也没
有丝毫的客气，各自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的大
门，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胜负。而沙特门将奥韦
斯凭借自开赛以来最多的单场5次扑救，当选本
场比赛最佳球员。

沙特队此次出战世界杯的 26 名队员，全
部来自本国联赛。在多次折戟世界杯小组赛
后，沙特足球近 10 年已将重心放在青训上，以
完善体系为 2022 年世界杯及更远的未来培养
力量。

翻看此前的成绩单可以注意到，沙特 1997
年龄段的国字号球队闯入了世青赛 16强，1999
年龄段球队则拿下亚青赛冠军。从卡塔尔世界
杯首战来看，埋头青训的沙特人为成年国家队
打下的牢固“地基”，已初显成效。

2:1爆冷战胜夺冠大热门阿根廷队

沙特点亮世界杯“亚洲之光”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许 诺

▲ 11 月 22 日，
阿根廷队球员梅西

（右二）在比赛中。

▶ 11 月 22 日，
阿根廷队球员梅西在
比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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