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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带领老字号企业走进
进博会一展岭南风采，是广东
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一次具
体实践。

今年 9 月份，广东省出台
《广东省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
的行动方案（2022-2025）》（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这是广东
首次就老字号创新发展出台政
策性文件。《行动方案》中强调，
广东将推动在“进博会”“广交
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国际
展览平台设立老字号专题展
区，支持老字号“走出去”。

走进首次亮相进博会的广
东老字号展区，浓浓的岭南气
息扑面而来——门口满洲窗分
立两旁，精心绘制的木棉花、醒
狮头各具风采，从门口向内望
去，广东老字号企业的展品整
齐地码放在各个展位上。

来往的观展者不仅可从
展区内了解这21家参展“中华
老字号”的发展历史及最新产

品，还能亲自品尝、体验。正
在上海创业的广州人李小姐
是本届进博会的参展商。“走
进这个展位，我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亲切。”在广东老字号
展区参观时，李小姐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对于许多在外奔波
的广东人来说，广东老字号不
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寄托乡
愁的载体。

据悉，本届进博会结束后，
广东计划在国际会展中心（上
海）永久设立广东老字号展区，
通过携手上海本地渠道商，探
索老字号“走出去”的合作新模
式、销售新渠道。

闻此消息，李小姐也十分
兴奋：“除了能够让更多地方的
消费者了解到广东优质的老字
号以外，这样的展示形式和渠
道打通，能够让更多我们引以
为傲的广东老字号‘走出去’，
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老字号。”

广东老字号展区拟永久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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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为红码人员
收运垃圾

“请洞隐街七巷37号、39号
的黄码和绿码人员，立即下楼做
核酸。”上午 9 时许，手拿“大声
公”的曾炜杰，从一楼走上七楼，
提醒居民下楼完成每日一次的
核酸检测。身穿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仅是爬完这一趟楼梯，他
的脸上就已浸出了细密的汗珠。

当天，曾炜杰所在的“小分
队”一共要完成 11 栋楼 138 人
的核酸采样工作，其中红码人员
有6户8人，需分别上门采样。

“601 的住户有生活垃圾，
麻烦你收一下。”和曾炜杰搭
档、负责核酸采样的广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门诊主管护师蔡海燕说。“好
的，马上就去。”曾炜杰答道，并
随即上楼。

“你好，请将垃圾装进这个
袋子里。”只见曾炜杰递给住户
一个医疗废物包装袋，住户依言

将生活垃圾装进袋子后，他用酒
精对垃圾袋进行喷洒消毒，再将
之装入另一个更大的医疗废物
包装袋中。随后，他拿出尼龙扎
带，慢慢束紧垃圾袋口，再用酒
精进行全方位消毒，最后将垃圾
扔进指定的收集点。

“有的红码人员属于密切
接触者，风险性较高。因此在
收垃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防护，并且要很细心，比如绑扎
带的时候不能太快，因为里面
的病毒可能会随着空气飞出
来，造成感染。”曾炜杰说。

还有一些垃圾特别沉。“比
如今天收了一袋差不多40斤重
的垃圾，非常重，要两个人才拿
得动。天气闷热，路也不好走，
真的挺辛苦的。”曾炜杰说，“不
过能帮到别人，很值得。”

队友眼中的小杰
阳光细致

曾炜杰是广州市名花香料
有限公司咸味事业部工程师助

理，在该公司派出的四批志愿
者中，“00 后”的他是年纪最小
的一个。今年6月，他刚从广州
城市职业学院食品生物技术专
业毕业。虽然才迈入社会不
久，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参
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了。

“去年，我就在老家肇庆市德
庆县参加过志愿服务，主要负责
在医院门口检查入院人员的健康
码、测量体温、维持秩序等工作。”
他说。不过，真正进入风险区域
开展服务，这还是头一次。

10 月 29 日下午，曾炜杰刚
抵达罗岗村，当晚就开始值守
第五网格的卡口。“从晚上 9 点
一直守到第二天早上9点，整整
12 个小时。”他说。第三天开
始，他便一直与核酸采样“小分
队”成员配合完成核酸采样、物
资配送及垃圾收运等工作。

“城中村基本都是楼梯房，
只能一栋栋楼走上去再走下
来，提醒居民做核酸，最高要爬
六 七 层 楼 ，平 均 每 天 要 爬 10
栋。”曾炜杰说，因楼房密度较

高，通风、透光效果不佳，有时
做核酸扫码时信号不好，还要
向住户借用Wi-Fi网络。

除了体力上的考验，负责
红码人员的垃圾收运，还要冒
着较大风险，曾炜杰却主动提
出负责这项任务。“我也会有担
心，但是，如果人人都害怕的
话，就没有人来做了。”他表示，

“团队中，大家都有各自的分
工，都很辛苦，希望为其他队友
分担一点，提高工作效率。”

在“小分队”里，大家总亲
切地叫他“小杰”。蔡海燕眼里
的小杰，是个阳光活泼的年轻
人，“非常乖，做什么都特别快，
我们合作起来很愉快”。

曾炜杰的同事、队友鲁杰
则表示，小杰为人很踏实，做事
很细致。“在疫情防控一线，很
需要他的这份细心和耐心。”

曾炜杰坦言，疫情结束后，他
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睡一觉，再
大吃一顿。他告诉记者：“这段时
间确实比较累，想好好休息一段
时间，再回到岗位继续工作。”

广州防疫坚持
一快一静一透

延长海珠区强化社会面防控措施至11月11日24时

聚焦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梁怿韬 李焕坤

11月4日-6日，广州海珠区新增感染者数量较多，
约占全市94%。广州将如何尽快控制疫情？11月7日
17时，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屹表示，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经研判，延长海珠区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至 11 月 11 日 24时。她指出，接下来广州将采取更坚
决、更及时、更有效的措施，全力提高转运隔离的效率
和服务水平，全面强化中高风险区的有效管控。广州
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在答问时表示，海珠区强
化社会面防控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让我们更加坚
定了，一定要坚持目前的防控措施不动摇，总结起来就
是要坚持一快、一静、一透。

坚守风险区的“00后”志愿者

文/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图/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疫线直击

广东老字号展区
首次亮相进博会
21家粤产“中华老字号”秀实力觅商机

“作为广东省中华老字号
代表，第一福受邀走进第五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出席
第二届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
大会，我们十分兴奋，更是满
怀期待。”11月 7日，老字号品
牌第一福所属的广州轻工集
团大新公司黄金饰品事业部
零售业务运营总监黄威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了这样一条动
态。黄威告诉记者，通过进博
会这一国际化舞台，广东老字
号企业在对外展示悠久历史
底蕴、优秀岭南传统文化和创
新发展成果的同时，能够有机
会吸收国际上的最新趋势，接
触到海量的新客户以及渠道
资源，获取更多发展商机，“这
是一个绝佳的共赢舞台！”

本届进博会上，广东省商
务厅组织一批优秀的老字号
企业亮相，在人文交流展区首
次设广东老字号展区，集结第
一福、鹰金钱、陈李济、皇上
皇、大有等 21 家“中华老字
号”参展。广东省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
本届进博会结束后，计划在国
际会展中心（上海）永久设展，
届时，来自广东的老字号将可
以通过这一窗口，加快走向全
国、迈向国际的步伐。

国际知名时尚品牌 COACH
与光明集团旗下老字号本土品
牌“ 大 白 兔 ”跨 界 联 名 ，包 括 成
衣、手袋、鞋履及童装系列在内
的多款潮流产品在进博会上全
球首发，演绎出了“国潮”魅力下
的时尚新篇，也给予了老字号国
际化新的启发。

COACH 中国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杨葆焱表示，这是COACH
在中国业务发展以来第一次与本
土老字号进行合作，看中的既有
老字号品牌的国民影响力，也有
合作双方共同的价值观。

“ 老 字 号 IP 的 力 量 是 无 限
的。”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坚则在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 COACH 的合作，是“大白兔”
老字号品牌在食品领域之外一
次与国际时尚品牌合作的尝试，
希望通过不同领域的融合探索，
实现老字号品牌的国际化。

在这场国际知名品牌与中国
本土老字号的联袂之中，国际
品牌获得了本土化的切入点，而
老字号得到了国际化的曝光机
会，实乃双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广
东老字号来说，想要进一步增强国
际影响力，需在继续保持制造、设
计优势，让长板更长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好品牌的年轻化营销，突出
老字号品牌的文化属性及 IP 亮点
——简而言之，当有类似国际化合
作机会时，能够有与国际品牌资源
互换、合作共赢的“底牌”。

“老字号IP的力量
是无限的”

进博会上，来自世界各国
的众多品牌都拥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在迈
向具有全国影响力、全球影响
力的老字号焕新征程上，广东
老字号有何优势？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
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
林向羊城晚报记者分析称，广
东拥有历史上最早的开放口
岸，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粤籍华
人华侨，所以广东老字号“走出
去”有一定的文化共同基础助
力。与此同时，粤商也有着开
放的开拓精神，从“下南洋”到
众多粤企迈向国际都可见一
斑，这些都是广东老字号“出

海”的优势。
葛伟志也谈到 ，不少国

际知名的老品牌都是在广东
珠三角地区完成生产的，“这
就体现了我们的生产、制造
能力是很强大的，足以支撑
我们自己的老品牌成为国际
知名品牌”。

“虽然目前老字号的发展
存在一些短板，但是随着国家
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提
供给我们老字号企业的舞台也
越来越宽阔。作为老字号企
业，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老
字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
国际知名老品牌指日可待。”葛
伟志说。

广东老字号“出海”优势独具

早上7点 15分，闹钟准
时响起。拉开窗帘，让光线
透进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洗漱、吃早餐、穿上雨
衣、挂上工牌，曾炜杰坐上接
驳车，前往白云区均禾街罗
岗村——这里，尚属于中风
险区。

10 月 29 日以来，曾炜
杰作为志愿者，已在疫情防
控一线坚守了整整十天。作
为罗岗村第三网格二组核酸
采样“小分队”成员之一的
他，每天要逐楼逐户提醒居
民做核酸，还要负责红码人
员的生活垃圾收运工作。

出生于 2000 年的曾炜
杰，在“疫”线彰显着年轻一
代的责任与担当。

文/羊城晚报特派上海记者 孙绮曼 何晶
图/羊城晚报特派上海记者 孙绮曼

作为百年老字号企业首次
登上进博会的国际大舞台，来
自广东的利工民摩拳擦掌，精
心准备了拳头产品120支汗衫
背心、家居服、内裤、毛巾等四
大类共15款产品参展。

“进博会作为世界上首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受到世界各地客商关注，影响
力广泛。能在这样的平台亮
相，对我们广东老字号企业来
讲，受益匪浅。”广州纺织工贸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葛伟志向羊城晚报记者表
示，能够在进博会上展示风采，
对老字号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
争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
也有利于企业了解海外客户的
特点和需求，对原有产品进行
创新。

进博会是跨国企业与中国
市场的一次对话。精心筹谋、
有备而来，以期一展风采、开拓
商机，这是一众广东老字号企
业的共同姿态。

广药集团属下拥有 12 家
中华老字号，占据全国医药行

业老字号的半壁江山。据广药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进
博会，该集团有10家超过百年
历史的老字号亮相，同时也带
来了各老字号广受市场欢迎的
核心中医药产品。

在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经理林卓荣看来，有机会
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亮相进博
会，让大有食品能够与时俱进，
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
求变化，同时也把握宣传老字
号品牌文化、开发新客户与新
渠道的潜在机遇，拓展更大的
市场。

广州鹰金钱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坚雄也表示，
对鹰金钱来说，这是展示广东
老字号高质量产品及高新技
术的好机会，更是与世界共享
老字号超百年拳头产品的新
尝试。“登上进博会的舞台，老
字号们将有机会挖掘国内及
跨国市场合作机会，进一步推
动中华老字号及广东老字号
企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走向
国际市场。”

老字号粤企有备而来摩拳擦掌
加
映

发布会上，张屹通报，11
月 6 日 0 至 24 时，广州市新增
1935 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
其中 8 例为社会面感染，其余
均在隔离观察或高风险区发
现 。 新 增 感 染 者 中 无 症 状
1813人、轻型113人、普通型9
人，均已送往定点医院、亚定点
医院或方舱医院治疗观察，情
况稳定，无重症、危重症患者。

海珠区单日新增 1880 例
感染者。据统计，11月 4日-6
日，该区新增感染人数占全市
94%，凤阳街康鹭片区和赤岗
街客村、大塘片区的感染人数
占全区 84%，是本次疫情的集
中暴发点。除海珠区外，白云、
番禺、荔湾区疫情呈现多点散
发与局部聚集特点，社区传播
风险持续存在。

张屹介绍，目前，海珠区仍
是本轮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在
加强全市常态化核酸筛查的同
时，向海珠区派出 5 支采样突
击队共 2500 名医护人员进驻
高风险区，支援上门采样；迅速
启用储备隔离酒店，集中力量
开展转运专项攻坚，多个兄弟
城市大力支援，安全转运涉疫

人员3.4万人。接下来，广州将
采取更坚决、更及时、更有效的
措施，全力提高转运隔离的效
率和服务水平，全面强化中高
风险区的有效管控。

张屹指出：“11月 7日是海
珠区强化社会面管控的第三
天。整体来看，全区人流、车流
大幅减少，为阻断疫情传播创造
了良好条件。但是，近日海珠区
单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走高，社
区传播风险仍然较大。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经研判，延长海珠
区7号通告中社会面疫情防控
措施至11月11日24时。”

在全市疫情防控最吃紧、
最关键、最困难的关头，张屹提
醒市民：“如果收到来自防控部
门的转运隔离通知，请抓紧时
间收拾日常必需物品，快下楼、
速上车，提高转运工作效率。
在管控区域的市民一定要遵照
防疫要求，杜绝私开档口、与管
控区域外人员私自接触；参加
核酸采样要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切勿聚集、聊天；也请志愿
者等抗疫一线人员注意做好个
人防护，回到社区后认真落实
健康管理。”

海珠区三天新增感染人数占全市94%

海珠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傅晓初通报，对于近期病例
较集中的凤阳街康鹭片区，海
珠区成立了出租屋主管理专
班，由出租屋主督促承租人积
极配合做好核酸检测等各项防
控工作。据统计，海珠区单日
核酸采样数从 5日的 91097 人
增至 6日的 102216 人。同时，
通过屋主及时掌握承租人在生
活、就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妥
善协助解决。针对管控区内极
个别居民破坏围蔽水马擅自外
出等违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
同时也加强日查夜巡。

海珠区正稳步开展隔离人
员转运工作。据悉，此次转运
涉及的隔离人员数量较多，隔
离酒店分布于多个地市，车辆
调度难度大，部分市民转运过

程耗时较长。“我们正不断优化
转运流程，提高转运效率。此
外，我们提前准备了饮用水、方
便食品、雨具等，尽量减少转运
工作对市民带来的不便。”傅晓
初说。

海珠区还成立了由“联社
干部+党员志愿者+群众志愿
者”组成的爱心服务队伍，协助
做好管理网格、派发物资、服务
特殊人群等工作。比如，主动
致电 852 名残疾人士，协助其
解决实际困难；为特殊群体提
供个性化医疗保障服务，省二
医等多家医疗机构为肾透析患
者开通绿色通道；发现部分已
转移到隔离酒店的群众家里宠
物无人照顾，积极通过联系宠
物店、安排网格员上门照料等
形式予以妥善安排。

严肃处理破坏水马擅自外出等违规行为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
为何海珠区6日新增感染者数
量有较大幅度增加？张周斌回
应称：“这两天海珠区新增感染
者数量比较多，主要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管理难度
大，在海珠区人口高度聚集的风
险区域内，没有能够完全静下
来，人员流动加速了病毒传播；
二是大量高风险人员被转移到
隔离酒店，单人单管，检测效率
大幅度提升；三是随着管控排查
力度不断加大，之前没有及时做
核酸的人员都被找了出来，加之
病毒潜伏期短，导致这几天感染
者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张周斌表示：“感染者数量
的增加的确令大家担心，但绝
大多数都是在管控区域和集中
隔离酒店中发现，社会面发现
感染者的数量很少。这就说
明，海珠区在 11月 4日发布强
化社会面防控措施通告后，对
于控制社会面的传播起到了积
极作用。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
了，一定要坚持目前的防控措

施不动摇，总结起来就是要坚
持一快、一静、一透。”

“一快”就是要以最快的速
度，将已发现的感染者迅速转
移到定点医院治疗；以最快的
速度，将感染者的密接及其周
边区域高风险人员，也就是潜
在的感染者尽快转移到隔离场
所隔离观察。

“一静”就是要真正安静下
来，减少甚至杜绝一切不必要
的流动，有效减少易感人群接
触感染者的机会，从而降低感
染风险，避免成为传染源。也
就是说，广州要继续遵循不同
风险等级区域内的管理要求：
高风险区足不出户，中风险区
足不出区、错峰取物，低风险区
和其他区域原则上非必要不外
出，不串门、不扎堆、不聚集。

“一透”就是要把核酸检测
做透，做到一户不漏、一人不
落、一次不少。针对中高风险
区域内的人员，广州还将增加
抗原检测，目的就是尽快发现
感染者，清除传染源。

海珠区社会面防控措施起到积极作用

曾炜杰与队友合力把红码
人员的生活垃圾抬至转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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