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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瑾）素有“外
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去年以
来由于疫情原因，已在“云端”连续
举办了3届。昨天，记者从商务部
官网获悉，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
日至11月3日在线上线下融合举
办，总展期20天。本届广交会将
继续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
区，并在线上线下同步设立“乡村
振兴特色产品”展区。

其中，线下展按照惯例分三期
举办，每期展览时间4天，总面积
118.5万平方米，标准展位约6万
个，将重点邀请境外机构/企业驻
华代表、境内采购商等参会。线上
展将增加开发适合线下应用场景
和线下引流功能。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的第
一反应是‘好’！第二反应是‘期
待’。”浙江云动力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昌云第一时间把
这一消息转发朋友圈，并对记者聊

起了他的看法——
“广交会已经在‘云端’举办了

3届，许多宁波外贸人都非常希望
通过线下展会和老客户面对面交
谈。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这种极具
代表性的线下展会一旦开启，将给
大家接订单带来更多机会。”

宁波美联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负责人陈巧丽迅速向平台客
户传达了这一信息。她认为，下半
年广交会的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给
外贸企业打了一剂“稳心针”：“作
为平台企业，我们愿意积极参与这
届广交会，既给国外客户更多便
利，也给我们合作厂家提振信心。”

从往年情况来看，广交会是宁
波外贸企业结识新客户、维系老客
户的重要渠道。在2019年下半年
的第126届广交会上，宁波交易团
实际共有展位3219个，占全部展
位的 5.4%，其中特装比重高达
64%，累计成交数据约为15亿美
元。

本报讯（记者 周晖 实习
生 荣幸 通讯员 郑蓉 文/摄）
小龙虾是甬城夏夜的主角之一，有
十三香、蒜蓉、冰镇、清蒸、麻辣等
众多口味，“啤酒小龙虾”仿佛成了
标配。然而对甬城吃货来说，一个
扎心的消息是：目前小龙虾“嗨吃
季”已接近尾声，不仅总体销量锐
减，而且小龙虾身价也涨了起来，
量少价高是吃货们面临的问题。

昨日上午，记者接连走访了市
区多家菜市场和三江超市，发现在
售的小龙虾摊位及数量已明显减
少，有的零售场所已不再销售鲜活
小龙虾了，跟五六月份小龙虾摊遍
地开花的场面大相径庭。

在高桥菜市场临时设摊点，
一家在售小龙虾的摊主告诉记
者，6月份时小龙虾价格最低，中
等大小的小龙虾约15-16元/斤，
目前数量已明显减少了，价格涨
到了约30元/斤。“预计到下个月
每斤至少再涨5-10元。”这位摊
主还说，目前小龙虾销量也不好，
因为价格贵了，买的人也少了。

宁波三江超市一位周姓水产
主管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超市里在
售的有包装冻品小龙虾，鲜活小龙
虾已不再销售。“小龙虾的上市期
一般是3-9月，一般量大的是4-6

月。考虑到小龙虾价格较高，会影
响销售，目前我们也不进货了。”

在宁波水产批发市场，小龙虾
的总体销量也大不如前。据粗略统
计，在小龙虾最高峰的五六月份，
宁波人一天要吃掉约50吨小龙
虾，而目前批发市场的日销量在
10吨上下。“价格贵了不少，大虾涨
到40多元/斤，中虾也约30元/斤，
比6月份贵了不少。”小龙虾经营
户朱银龙表示，目前的销量也差了
很多，小龙虾的高峰季已经结束。

专营小龙虾的餐饮美食店情
况如何呢？记者从0574龙虾的故
事、鄞江桥头龙虾等餐饮店了解
到，目前小龙虾还有，餐饮企业与
养殖基地一般有供货协议，小龙
虾可以供应到8月份，不过进货价
会越来越高，数量也会减少。

“小龙虾在宁波的销量比不
上南京、杭州等地，七八月份小龙
虾还有，到9月初就全面下市了。”
宁波水产批发市场相关人员表
示，休渔期中，人工养殖的小龙虾
是淡水产的主角，主要来自湖南、
湖北、江苏等省。到了9月随着休
渔期结束，大量新鲜的东海“虾兵
蟹将”上市，宁波人的餐桌将从

“河鲜频道”重新切换到“海鲜频
道”。

小龙虾

小龙虾是夏夜消费的主角之一小龙虾是夏夜消费的主角之一。。

第130届广交会将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武汉名优创新产品展销会本周五启动

销量锐减 价格上涨

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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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黎莉）周黑鸭、
热干面、武昌鱼、马应龙眼霜、爱帝
服饰、黄鹤楼酒……说起武汉的好
物，相信宁波市民都很熟悉。作为
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市，武汉能拿
得出手的可不止这些。

昨日上午，武汉市政府在宁波
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武汉名优创
新产品（宁波）展销会将于7月23
日-25日在宁波国际贸易展览中
心8号馆举行。市民可以凭借健
康码免费入场，这是该展会首次来
到宁波。

届时，市民熟知的周黑鸭、武
昌鱼、黄鹤楼酒、汉绣、爱帝服饰，

外交部全球推介的大汉口热干
面、汪玉霞糕点，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洪山菜薹、蔡甸莲藕、舒安藠
头、张店鱼面、旧街白茶，湖北老
字号扬子江糕点、蔡林记热干面、
中华老字号企业马应龙的眼霜、
健民药业的儿科产品等都将在展
销会上亮相。

此外，展销会现场还将带来湖
北宜昌五峰、恩施利川和来凤地区
的茶叶、蜂蜜、猕猴桃、富硒食品，
以及咸宁、孝感等武汉城市圈城市
的赵李桥青砖茶、孝感米酒等特
产，让广大宁波市民不出家门口就
能体验和购买到正宗武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