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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汽自主品牌

海外业务日前获得新进展。其中，上汽伊

朗项目的第一款产品已经正式进入样车

生产阶段，而上汽在斯里兰卡的销售状况

今年也将取得新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上汽在伊朗项目的首套

MG RX5车身样件日前已经到达新合作

伙伴 GBG 集团位于 SEMNAN 的 FAMC
工厂，并一次性通过了总装生产测试，这

意味着上汽和GBG集团合作的第一款产

品正式进入样车生产阶段。

MG RX5 是上汽在伊朗市场提升

MG品牌形象、促进销量的主打车型。在

上汽乘用车、安吉物流、上汽国际三方团

队的通力合作下，MG RX5的首批 36套

试装试生产零件顺利登船驶向伊朗。目

前，这 36套零件已经到达伊朗，正在进行

清关工作。清关结束后，上汽乘用车中方

制造协调团队将前往伊朗进行现场组装

支持和质量监控，中伊双方团队将会力争

尽快完成首款合作产品MG RX5的正式

SOP（标准作业程序）。

据悉，上汽国际伊朗办事处人员与上

汽乘用车海外市场部团队组成了联合团

队，正在与伊朗各知名网络媒体进行业务

洽谈，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进行创新型的

轻营销，为产品上市进行预热和宣传。同

时，双方团队正在筹备第二款主打车型

MG ZS的本土化生产工作，该车型有望

于今年内正式启动在伊朗的组装生产。

除了在伊朗市场的进展顺利，上汽在

斯里兰卡的销售也迎来新的节点。

近期，随着最后一份预售合同完成签

订，上汽集团在斯里兰卡新签约的MG代

理商 Micro Cars 的首批 18 辆 MG ZS 订

单在短短一周内售罄。随后，上汽又陆续

收到了斯里兰卡合作伙伴的第二批 30辆

订单、第三批100辆订单。上汽方面表示，

如果情况顺利，今年的销售前景会比较乐

观，全年销量有望达到600辆，目标成为斯

里兰卡单品牌SUV销量前三。

据悉，Micro Cars是斯里兰卡最大的

汽车集团，综合实力雄厚，也是吉利和双

龙品牌在当地的独家代理商，在斯里兰卡

的汽车市场较有影响力。根据约定，双方

将先通过整车进口的形式进行市场试水，

待建立一定的市场口碑后，其将会采取

SKD（半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入市场，以规

避高额的进口关税，同时也可以给斯里兰

卡的消费者带来品价比更优的产品。目

前，此项工作正在筹备阶段，有望于今年

下半年正式开始生产。

本报讯（记者 王延）记者从日前举

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国际

会展之都建设正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稳

步推进。到2020年，本市年展览面积预期

将达到 2000万平方米，年举办规模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50个，进入国际展览

业协会的机构数量达到35家以上，国际展

面积占比达到80%。

浦东展馆周转次数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介绍，随着 2014 年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建成投入使用，解决了原来大型展

览场馆设施不足的问题，目前全市可供展

览面积已超过 100万平方米，位列全球主

要会展城市第一。

从场馆结构看，目前上海“大、中、小、

专”场馆种类齐全，既拥有世界单体面积

最大的场馆国家会展中心和新国际博览

中心、世博展览馆等9个大中型经贸展馆，

也有中华艺术宫、上海科技馆等20多家专

业展览场所，还有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

酒店内设会展设施，能满足各类展览的需

求。

从运营水平看，2017年，位于浦东的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实现周转次数 33.9
次，世博展览馆实现周转次数 28.5次，均

远高于全国同类展馆平均周转次数 15次

的水平。

据测算，2017年上海展览业直接带动

相关产业收入超过 1200亿元，会展经济

“领跑”全国。据国际展览业协会调查显

示，全亚洲一半以上的B2B展会净面积在

中国，其中上海展览数量和展览面积等多

项指标均居国内首位、跻身世界前列。

展览业呈现四大发展
趋势

与此同时，上海的展览规模也实现了

快速增长，展览业呈现国际化、专业化、市

场化、品牌化发展趋势。

2017 年，上海共举办各类展会 1020
个，展览面积 1770万平方米，较“十二五”

期末分别增长 19.9%、17%，居全球主要会

展城市之首。

同期，本市国际展展览面积1329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12.9%，占全市展览面积的

75.1%，较五年前占比提高了 2.2 个百分

点。单个国际展举办规模达到 4.54万平

方米，较“十二五”期末提高 17.8%。上海

已拥有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展览

项目26个，是国内获得UFI认证最多的城

市。

品牌展会数量也处于领先态势，在《进

出口经理人》杂志发布的2017年世界商业

展100大排行榜中，上海有13个展会入选，

居全球城市第一；大型展览数量全国第一，

2017年上海共举办规模 10万平方米以上

展会36个，面积676万平方米。其中，30万
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展会6个。

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表示，《“十三

五”时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规划》明

确了到“十三五”期末上海基本建成国际

会展之都的目标，到2020年本市年展览面

积预期将达到2000万平方米，年举办规模

在 10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 50个，进入国

际展览业协会的机构数量达到35家以上，

国际展面积占比达到 80%。今年是“十三

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上海国际会展

之都建设正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稳步推

进。

据悉，上海将以每年在沪举办的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加快会展业地方

立法进度，深化展览业审批制度改革，加

快集聚一批国际知名展览企业，引进培育

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品牌展会，推动“十

三五”上海国际会展之都建设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倪沈

霆）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运管处近日开

展联合执法检查，对美团打车被执法部门

要求“责令改正”的3项要求的整改落实情

况进行上门复查。美团打车平台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整改期间，平台加强了审核

力度，同时，打车常态化补贴也降到0元到

4元之间浮动。

美团打车：加强审查力度

4月 5日，为整治网约车平台竞争乱

象，市交通执法部门加大了对包括“滴

滴”“美团”“神州”在内的全市各大网约

车平台的网约车非法客运行为的查处力

度。同时，就“美团打车”平台数据未按

要求接入行业监管平台、向不具备营运

资质的驾驶员或者车辆提供服务、不正

当低价竞争 3项违规行为向“美团打车”

平台所属的上海路团科技有限公司开出

了“美团打车”上线以来的第一张“责令

改正通知书”。

记者了解到，“美团打车”平台自收到

执法部门的“责令改正”要求后，进行了一

系列积极整改措施。据“美团打车”平台

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团打车”平台已通过

技术手段加强了对新增驾驶员及车辆资

质的审查力度，平台在审核行驶本、驾驶

本、身份证基础上，还要求必须上传“驾驶

员车辆合影照片”、“驾驶员手持身份证照

片”，并开展了存量注册用户的资质清

查。目前，“美团打车”平台内所有注册驾

驶员及车辆的信息已同步至行业监管平

台，并已拒绝向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进行

派单。同时，平台对用户的补贴力度逐步

下降，并对所有不合规广告进行撤换。此

外，平台通过开发“飓风系统”（即不合规

车辆和驾驶员审核清查系统），要求已入

网的车辆和驾驶员，限期补交“驾驶员车

辆合影照片”及“驾驶员手持身份证”照

片，并通过“机审+人审”进行复验审核，未

提交或复审不通过的，不派单。

滴滴：取消常态化补贴

滴滴方面表示，为维护出行行业正

常的市场秩序，响应市交通委关于停止

补贴大战的要求，滴滴将认真贯彻执行，

于 4 月 14 日率先取消常态化补贴。同

时，滴滴将持续加强不合规车辆的清退

工作，并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进展。

从 4 月 14 日起，滴滴在上海对全部

新注册车辆启动线下验车机制，进一步

确保注册车辆信息的合规性和真实性。

对于存量车辆，公司一旦接到相关投诉，

便要求司机前往线下服务点验车，确认

无车辆信息不符情形后，才能再次提供

服务。

滴滴方面称，作为出行行业的长期从

业者，一直重视出行行业稳定，以防止恶

性竞争给出行行业造成巨大创伤，给用户

体验带来长期创伤。并承诺将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今后决不率先发动网约车恶性

补贴行为，同时再次呼吁，各网约车平台

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提升技术和服务体验，

共同推动出行行业健康发展。

专项整治行动仍在继续

目前，“美团打车”平台共有 17.38万

条车辆数据和17.29万条驾驶员信息数据

接入了行业监管平台，其中非沪籍车辆信

息 1.9万余条，约占平台注册车辆的 11%；

非沪籍驾驶员信息10.2万条，约占平台注

册驾驶员的 59%。“美团打车”的数据已基

本接入，但对不符合资质的驾驶员和车辆

的清理工作尚未完成。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表示，本市非法

网约车专项整治行动仍在继续。执法部

门将通过动态执法手段倒查行业监管平

台接入的静态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已要

求美团打车软件乘客端能够显示完整车

号便于举报核查），即对现场查处的非法

网约车车辆信息与接入行业监管平台的

后台数据进行查询比对，发现取得经营

许可的网约车平台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线上提供

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

致的，执法部门将依照《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平台处以

罚款 3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于未取

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为不具备营

运资格的驾驶员或者车辆提供召车信息

服务”的，执法部门将依据《上海市查处

车辆非法客运办法》对平台处以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6月7日至9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亚洲电子消费展。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共享单车更

新数量如何控制？各个平台实际投放的

数量是多少？记者获悉，目前，上海交通

部门正分批次对所有符合要求的共享单

车进行电子化注册登记，年内将在全国

率先形成“一车一牌”的管理模式。电子

档案建立后，各单车企业更换老旧车辆

必须先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1:1进行置

换。

去年 8月开始，本市已经“叫停”中

心城区新增投放共享单车，接着清理数

十万辆过度投放的车辆。共享单车的

车身上一般都标有一串数字，代表每个

企业对旗下车辆的编号。不同品牌的

单车，编号方式和表达的意义都有所不

同。主管部门很难明确知晓全市范围

内共享单车的数量和投放情况。不少

企业仍以“以旧换新”为由，投放新车，

新增和淘汰车辆的数量是否匹配，监管

难度比较大。

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沪上共享单车

信息服务平台已拥有 110余万辆车；截

至2017年12月底，共享单车注册用户数

已达3500余万人次。

本市正在开展的共享单车电子化

注册登记，有望于今年完成，此举有益

于对共享单车的精细化管理。目前已

经完成近7万辆单车的注册。年内实现

电子档案的建立后，各单车企业更换老

旧车辆必须先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

才可实施。

上海展览面积居全球会展城市之首
会展经济“领跑”全国

上汽自主品牌海外业务获得新进展

美团滴滴相继取消常态化补贴

本市共享单车
建电子档案
对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姜天瑶）在日前

举行的伦敦国际书展上，阅文集团携旗

下多部优秀作品参展。作为唯一的中国

网文平台参展方，阅文凭借高人气作品，

一展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向上之姿，同时

更以多媒体形式，展示了以中国网络文

学为核心的泛娱乐产业多元化、多样化

的艺术风采。

在众多海外出版成果中，阅文旗下

海外门户“起点国际”的表现亮眼。起点

国际上线近一年来，已上线约 150部英

文翻译作品，累计访问用户约 900万，用

户分布在全球 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率

先实现网文作品以中英文双语版海内外

同时发布、同步连载，已成为目前全球领

先的全正版中国网文海外门户。

此外，阅文的海外出版成果也值得

关注，截至目前，阅文旗下起点中文网等

多家网站的原创小说已向日韩地区及泰

国、越南等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英国、

法国、土耳其等欧美多地授权数字出版

和实体图书出版，涉及7种语种，20余家

合作方，授权作品达 300余部。其中，改

编自《从前有座灵剑山》《全职高手》等网

络小说的动漫、图书已登陆日本，《将夜》

泰文版、《凰权》韩文版等也接连上市。

此外，阅文还授权法国 Chireads 公
司《放开那个女巫》《斗破苍穹》《我欲封

天》《盘龙》《择天记》等23部作品的法语

电子出版权，其中部分包括法语纸质出

版权；授权土耳其Epik公司《盘龙》《星辰

变》《全职高手》《天道图书馆》《放开那个

女巫》等 37 部作品的土耳其语电子版

权。而书展现场，阅文重点展出了授权

由美国企鹅兰登书屋出版发行的《鬼吹

灯》英文版第一部《The City of Sand》，

引发观展热潮。

阅文网文出海成果及战略部署已经

引起了全球出版产业的密切关注，而阅

文正在一步步向全球出版产业渗透，话

语权和参与度逐步提升。

据悉，以网络文学为载体推动中华

文化的全球化传播，通过逐步参与、渗透

到全球出版产业，乃至全球文创产业，正

是阅文长久以来的愿景。随着全球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稳步提升，阅文借助伦敦

书展的优质平台，打出了海外展示和业

务交流等多套重量级组合拳，公司海外

战略布局再迎新局面。

阅文亮相伦敦书展
网文出海成绩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