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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话术吸引客户走进 “云展
厅”的“会客室”，与业务员进一
步洽谈。通过线上“练兵”，企业
在积极展示新品的同时，持续提
升外贸团队的业务能力。此外，
不
少参展企业积极做好宣传，将 3D
产品、虚拟展厅和企业宣传视频
发送给新老客户，
广受好评。
参展商之一的厦门恒好旅游
用品有限公司，在本次广交会期
间做了 20场直播，
每场的产品均
不一样，直播中都会顺带安排折
扣备货产品的推广。据悉，
展会期
间，
该企业共收到来自美国、俄罗
斯、澳大利亚、日本等 39个国家
的采购询盘，为进一步的商洽打
下坚实的基础。
厦门嘉润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在展会期间共收到泰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等 30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境外采购商的采购
询盘，
正进一步洽谈意向合同。该
公司总经理林伟强表示：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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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KL MNO近日，
街
道联合思明区税务局深入育秀
社区开展 “端午情·爱国心”群
众安全感和税收宣传主题实践
活动。
活动现场，思明区税务局与
街道育秀社区党员干部不
仅向社区商铺及居民发放 “群
众安全感”“垃圾分类”“反诈
骗”“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
等宣传资料，社区工作人员还就
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向居民传播
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增
强居民安全意识；税务干部结合
近期群众普遍关心的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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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交会上通过‘云端’拓展新
的销售渠道，是企业的重要课题。
传统外贸企业要适应这种全新的
参展形式，抓住机遇，直面挑战，
通过这次‘云上’广交会为企业
今后在线上抢订单、拓市场积累
更多实战经验。” 82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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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大厦、
轮渡公交场站。
'(B CD@ PQ HBI
758路 （翔安新城公交场站
RSTO记者从厦门公交集团获
悉，从昨日起，
70路、
97路、
758 -第一码头）往第一码头方向增
停广电中心、白鹭洲、嘉禾园；减
路、
981路等 4条公交线路调整
停南湖公园东门、湖滨中学、闽南
线路走向，岛内两处中途站单向
大厦。
迁移，配套单向调整 129路的停
单向调整 981路新阳段线路
靠站点。
走向，
增停新顺路口，减停阳光照
其中，
70路 增 停 槟 城 道 站
明站。
（槟城道新设中途站）。97路增
结合湖滨北路、仙岳路道路
停广电中心、白鹭洲、嘉禾园、思
提升工程施工进度，湖滨北路的
明区政府、海滨大厦（往五缘湾
西）；减停南湖公园东门、湖东、 “吕厝西”站南侧站点、仙岳路的
湖东社区、奔马新村、海燕新村、 “弘爱医院·厦心医院”站南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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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D@ J_`O日
前，
备受关注的第127届广交会在
“云端”圆满落幕，
近2.
6万家境内
外参展企业通过图文、
视频、
3D等
形式上传海量展品，受到海内外
关注。
记者从厦门市商务局获悉，
此次“云上”广交会，厦 门 共有
497家外贸企业参展，
通过10×24
小时的网上全方位展示积极拓展
海外订单，
取得一定的收获。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是该展
开办以来首次以云端方式举办，
只需申报采购商资格，不收取参
展费用，大大降低了企业参展成
本。为适应广交会网上举办特点，
厦门参展企业在厦门交易团的支
持下做好“触网”充分准备，从产
品 3D展示、
VR虚拟展位搭建、
直播带货规划、宣传片拍摄、脚本
编写，
企业各显神通。
其中，
在直播营销方面，除了
根据不同地区客户习惯安排直播
时间外，企业还更加注重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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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向迁移。湖滨北路的“吕厝
西”站南侧站点往嘉禾路方向迁
移 约 80米 至 辅 道 内 ，涉 及 31
路、
46路、
88路、
99路、
130路等
5条线路。仙岳路的“弘爱医院·
厦心医院”站南侧站点往湖边方
向迁移约 300米，涉及 6路、
24
路、
82路 、
103路 、
128路 、
758
路、
780路、
B10路等 8条线路。
此外，
129路往火车站 （湖
东）方向单向减停仙岳路的“弘
爱医院·厦心医院”站南侧站点。
829:12:<

税年度汇算的热点问题，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政策解读、答疑释
惑，
受到社区商户及居民的热烈
欢迎。
育秀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惠民 表示 ，深 入开 展普 法 、
“平安三率” 等宣传也是此次
“深化大学习、提振精气神”专
项活动的实践之一，旨在通过
活动提升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
主动性积极性，激励党员干部
在疫情防控、平安建设等一线
工作中立足岗位做贡献，把学
习 成果 落 实到 做好 本 职工 作、
服务群众中去。
8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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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亩鲜生超市代表将一面写
着“心系民生办实事，激活经济
促发展，护航民企助前行，造福
百姓安一方” 的锦旗赠给集美
区商务局，
以此感谢区商务局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企业提供
贴心优质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
的困难和问题。
为积极响应国家“罩消费、
罩发展”的号召，集美区 5月启
动“集美·美好生活圈”大型促

销活动，一亩鲜生超市连锁（厦
门）有限公司第一时间报名，并
通过饿了么平台实现百万销量，
有力促进了消费回暖和稳增长。
集美区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服务企业发展，为企业排忧解
难，是商务局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贯彻区委区政府为民服务的
实际行动。企业有实际困难，第
一时间想到商务局，是对区委区
政府的信任，区委区政府始终是
民营企业最坚实的后盾，为民企
发展托底献力。
829:12;:

NOBCPQRSTU
'(BCD@ UVW HB
I XYZ [K\O近日，嘉莲
街道长青社区携手嘉莲街道友
邻中心·大同社工开展庆祝建党
99周年暨“99红心庆华诞 真情
善举颂党恩”公益圩市活动。
活动在长青社区辖内的

慎思小广场举行，通过跳蚤市场
的形式开展主题党日和公益圩市
活动。活动不仅邀请了社区党员
参与，
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不断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还邀请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同胞，
现场体验包粽子。 8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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