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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蓓君 浦东报道

第20届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

备展览会日前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

下帷幕。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2350家
企业向国内外专业观众展示了原产地美

食，参展企业数量突破以往，展览面积超

过7万平方米，进口食品市场潜力巨大。

本届展会共有茶与咖啡、肉类、啤酒、

蔬果和乳制品五大专区，其中茶与咖啡专

区是今年展会最大的专区。上海旭京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咖啡专区搭建了

健康生活展示中心，其展台面积也从去年

的 54平方米升级到 72平方米，带来更多

国际健康饮品和零食品牌。销售总监胡

征磊表示，时下人们对于食品健康特别关

注，企业挑选进口产品要求也更高，必须

是无污染、健康的食品。今年他们带来全

新的德国美乐家咖啡，便是从咖啡豆产

地、到生产地都经过了严格检查，保证了

德国原产地。还有一款来自美国的爆米

花，则是采用纯进口的非转基因玉米和零

反式脂肪的椰油制成，不含任何对人体不

利的成分。

中国是茶叶大国，各国都非常看好中

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德国花草茶包、英国

茶叶棒、日本抹茶粉等茶类饮料与咖啡并

驾齐驱，占据了不小的展位。巴源商贸今

年是第二次参加该展会，销售助理李京芸

表示，去年首次在展会亮相的以锡箔纸包

装的茶叶棒，获得了不少关注，让他们看

到中国市场的潜力，今年依然希望通过展

会来开拓更多国内市场。

抱团拓展中国市场也是各国品牌企

业热衷的参展方式。今年共有40个国家

和地区展团，意大利展团是本届展会最大

的官方展团，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和美国展

团，此外还有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匈牙

利、马来西亚、新加坡、土耳其、韩国、日本

等各国展团及食品行业协会。由韩国政

府资助的世界泡菜研究所带来了韩国境

内的 12家泡菜企业，其中有不少是家族

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滋味各异的泡菜品

种。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难免会遇到退货

问题，虽然目前大部分商家都具有7天无

理由等退货机制，但大多消费者仍因觉

得退货麻烦而不了了之。今年“双十一”

期间，众安保险推出国内首款全网通用

的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服务——

任性退，为消费者提供退货无忧保障服

务。

此前的退货运费险均保障单一电商

平台，需用户在退货时先行垫付运费，退

货成功后保险公司赔偿用户首重部分的

费用。此次众安新推出的任性退包括全

网通用、2小时极速上门的全国范围退货

物流服务、包裹重量 3 公斤内免费寄件

等。也就是说用户在国内任何电商平台

购买，均可享受任性退的退货服务。目

前，产品体验期售价 9.9元/月，用户花费

不到 10块钱即可在一个月内享受最高 5
次退货免运费服务保障。即日起，用户

在“保蜜”微信公众号中，或者支付宝“众

安保险”服务窗即可进行购买。

网购遇到问题时，越来越多的网购用

户希望能够体验高效的售后服务，而不是

单纯的赔偿。众安任性退产品经理吴念

峰表示，任性退希望能够打破平台鸿沟，

没有区别地服务所有平台上购物的用户，

给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而不仅仅是给

用户几块钱的补偿。

他透露，目前众安任性退已经和顺

丰等多个国内主流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平

台达成合作，顺丰等物流服务提供商将

为众安任性退提供运力支持。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2016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11月11日
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亚

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旅游交易会，本次旅交

会为期 3天，总展出面积 5.75万平方米，

不仅吸引了 106个国家及地区展团前来

参展推介，还向观众展现了上海的旅游发

展格局。

不出家门“看遍”世界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简化签证，并

不断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模式和旅

游线路，吸引中国游客前往观光。希腊、

俄罗斯、美国、泰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景点目的地、地接社、旅游公司此次都组

成了各自的展团前来进行推介。

俄罗斯展团在此次旅交会上推出了

火车穿越俄罗斯全境、探索贝加尔湖，以

及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做的“红色旅游”等

多款产品。“贝加尔湖及所在的伊尔库茨

克州是目前俄罗斯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每个季节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冬天时冰封的贝加尔湖被称作‘西伯利

亚蓝眼睛’，与春夏时蔚蓝的湖水、秋天

时漫山的黄叶截然不同，所以游客团体

全年都会持续不断。”俄罗斯展团的一位

产品经理告诉记者，随着 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的日益临近，未来还会推出赛事

旅游路线。

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赴俄游

客达到 136万人次，花费了约 17亿美元，

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旅游客源国。俄罗

斯旅游署方面则希望，今后每年赴俄旅游

的中国游客可以达到200万人次。

除了各国展团外，阿里旗下的飞猪也

在展会现场亮相，并在展会期间与突尼斯

国家旅游局、新西兰国家旅游局、澳洲新

南威尔士州国家旅游局、南太平洋地区旅

游目的地等进行了战略签约。记者了解

到，飞猪密集地与海外国家旅游局签署合

作协议，与其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将当

下业务发展重心放在出境游上的战略相

符。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对此表

示，旅游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领域之

一，中国旅游发展模式正在经历历史性的

变革，即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这

不仅为中国旅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化旅游合作，促进

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上海故事”越来越被熟知

作为东道主，旅交会也是展示上海

旅游形象的好机会。今年，上海展团首

次设立 3D裸眼秀区域，合影区域排着众

多参观者。参观者或站或蹲，仿佛穿梭

在陆家嘴“三高一塔”这些标志性建筑之

间。

据介绍，此次上海展区设计理念采用

巨幅陆家嘴建筑剪影与超大的邮轮剪影

造型相叠加，错落有致并相互映衬，凸显

时尚现代旅游之都元素与风采。展区内

特设邮轮造型主LED大屏幕，现场轮动播

放全新上海城市旅游形象推广MV《我们

的上海》、上海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片以及

上海特色景区、上海各区县旅游宣传片，

多角度展现上海旅游风貌。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受到不少关

注，不时有观众来到展台前，询问如何购

买乐园及中文版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

的门票。在华特迪士尼公司 11日公布的

2016 财年全年及第四季度报告（截至

2016年 10月 1日）中，该公司业绩连续第

6年创下历史新高。华特迪士尼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专门提

到，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幕对此贡献良

多。他表示，在运营前 4个月包括暑假高

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接待了 400 万游

客，已成为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迪士

尼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汀·麦卡锡甚至期

待，在 2017财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收支

能接近平衡。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杨劲松说，近年来，

上海以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为目标，不

断推进旅游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品质

化。邮轮度假、商务会展、修学体验、房车

等新业态百花齐放，节庆旅游精彩纷呈，赛

事旅游方兴未艾，形成了宜游购、宜休闲、

宜会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旅

游发展格局，“上海故事、中国声音”在全球

旅游市场被越来越多人熟知。

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上海接待国内

游客 2.76 亿次，接待入境游客 800.16 万

次。旅游产业增加值 1536亿元，占全市

生产总值的6.2%，为全市转型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记者从多家旅行社获悉，今年

选择冬季错峰出游的市民有所增加，出境

游持续火热。除以往的常规线路备受欢

迎外，诸如美国极光旅游等在内的小众高

端线路愈发受到消费者追捧。

来自携程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通过

跟团游、自由行等方式报名参加极光旅游

的游客增长了 400%。不仅如此，今年“双

十一”期间仅达美国旅位于阿里飞猪的旗

舰店，“阿拉斯加极光猎艳之旅”项目销售

订单就近 3000单，而这也是达美国旅自

2015年 3月开通阿拉斯加旅游线路以来

单日销量的最高纪录。

据悉，目前国内外看极光最受欢迎的目

的地有芬兰的罗凡涅米、冰岛的雷克雅未

克、美国的阿拉斯加、中国的漠河、俄罗斯的

摩尔曼斯克及加拿大的黄刀市。其中，由于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游客在阿拉斯

加看到极光的概率要高于其他地区。

达美国旅总经理付华指出，早前极光

旅游线路是欧美人出游的热门目的地，随

着当地旅游局发力推广极光旅游，各大真

人秀、直播节目取材极光线路，以及国人

消费升级的趋势，促使极光旅游逐步成为

部分消费者的选择。

付华表示，除了看极光外，喜欢跑步

的游客还能在阿拉斯加参加马拉松比

赛。目前，达美国旅驻阿拉斯加办公室已

获得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齐国际马拉

松组委会的官方授权，成为其 2017年中

国地区的召集方。

来自美国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赴美旅游总数已达 300万人次，同

比增长 16%，人均消费 6000至 7000美元，

远超其他国家。在 10年以前，每年到美

国旅游的中国游客约为 15 万人次，而

2012年已经增加至 150万人次，根据美国

商务部以前作出的估测，到 2017年中国

游客人数将达到400万人次。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人对旅游品质

要求的不断提升，像美国阿拉斯加极光旅

游这类的小众特色线路无疑会受到欢迎，

赴美旅游市场潜力也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极光旅游等小众高端线路受追捧

亚洲最大旅游交易会浦东举行
推介各国旅游目的地 展现上海旅游新格局

茶和咖啡集中亮相
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展

众安推首个全网退货物流保险

在上海展团3D裸眼秀区域，陆家嘴“三高一塔”的剪影展现了旅游之都的风采。 □本报记者 王延/摄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今年是“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第

8 个年头，阿里将 VR 购物、现场直播、

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等新科技和新消费

模式带到活动中，逐步建立起一个服

务 20 亿消费者和数千万企业的商业生

态平台。

多个顶级品牌首次参与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当天交易额

超1207亿元，其中无线成交占比82%。

物流方面，截至11日24时，2016天猫

“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再次刷新纪录，共产

生6.57亿物流订单，是去年的1.4倍。菜鸟

网络快递事业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随着大

量的包裹被快递公司提前发走，预计14日
将正式迎来物流配送的高峰，压力最大的

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支付方面，今年“双十一”支付宝实现

支付总笔数10.5亿笔，其中花呗支付占比

20%，保险总保单量6亿笔，总保障金额达

到224亿元。

交易体量不断提升的同时，“双十一”

品牌国际化战略也愈发明显。数据显示，

今年阿里大力推动“双十一”活动国际化，

“双十一”吸引全球 1.1万国际品牌参与，

其中知名品牌产品逾1000款。首次参加

“双十一”的国际品牌包括上海迪士尼、

Burberry、Sephora、Target、Maserati、Ap⁃
ple等。

同时，天猫还上线了“卖全球”服务，

天猫上的国际商家如有意拓展中国内地

以外的业务区域，即可借助天猫“卖全球”

这一全新服务，面向香港以及台湾消费者

推售产品，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品牌加入。

线上线下融合成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双十一”淘宝

Buy+频道正式上线，上线首个小时，就有

近 3万消费者戴上VR眼镜涌入尝鲜，其

中杭州、北京、上海的用户对这种新型购

物体验最为热情。

当用户带上 VR 眼镜，双眼盯住某

款商品时，系统会自动判断这是用户心

仪商品。随即这款商品就会从货架上

“飞”到眼前，弹出商品详情，询问是否购

买，确认购买后，就会弹出支付密码输入

框。

据悉，目前天猫国际平台为Buy+会

场精选了8个国际知名品牌：美国梅西百

货、零售大佬 Target、Costco、宝洁集团、

日本的松本清、秋叶原动漫店 Tokyo
Otaku Mode 和 澳 洲 最 大 连 锁 药 房

Chemist Warehouse、健康食品 Freedom
Foods。

技术创新让国内消费者不出国门就

可逛遍全球，而线上线下联动则让消费者

拥有了更好的购物体验。记者注意到，今

年包括无印良品等在内的大型品牌首次

以线上线下形式共同拥抱“双十一”。“双

十一”当天无印良品线下店铺和线上保持

同步价格，且线下店铺还与支付宝合作推

出支付红包，让没能在线上“抢”到商品的

消费者在线下也能优惠购物。

天猫公关总监蒋昕捷指出，今年“双

十一”淘宝以互动为代表、直播为载体，不

仅让消费者可以买遍全球，也可以让品牌

商家实现“全球卖”，全渠道融合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通过百万门店打通线上线

下，近10万家门店实现电子化，让每个人

享受专属的“双十一”。

“双十一”阿里平台成交逾千亿元
布局消费生态服务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