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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贾淘文

近日，平安北京微博发布了一条《暖
是暖和了，安全吗？》的博文，提醒广大电
动车骑行者：电动自行车保暖披风带来
温暖的同时，消费者也不要忽视骑行中
的安全风险。

随着冬季的临近，能够挡风保暖的
电动车披风成为了广大电动车使用者的
不二选择。然而，隐藏在保暖披风下的
安全隐患，也应引起消费者的足够重视。

产品供需两旺

近来，在户外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
寒冷。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刘家窑桥附近
观察发现，百分之九十的电动自行车都
已经加装上了保暖披风，从普及程度来
看，电动自行车披风的保暖性能得到消
费者的一致认可。记者发现原本体型较
大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加装了披风之
后，显得更加笨重。

“不装这个（披风）怎么办？冷啊！”
一位等红灯的外卖员对记者说：“这么冷
的天在外面送餐，身体怎么能受得住
呢？”

记者询问加装披风后是否会影响安
全驾驶，很多骑车人表示没有什么危
险。一位接孙子放学的市民对记者说：

“这个披风是新款的，正面带一块透明塑
料，骑车时孩子站在自己怀里，既保暖，
又安全，慢点开什么事儿都没有！”

日前，记者在北京丰台区某社区市
场看到，销售冬季防寒产品的摊位前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不少市民在选购电动
车保暖披风。经营者拿着一款售价 45
元的保暖披风向记者推荐：“买一个吧，
冬天骑车特别方便，你在车上固定好，下
车也不用摘，骑车的时候披上就走，一个
保暖披风就具备了手套、护膝、棉帽的功
能。通勤、送货、接送孩子，冬天骑车肯
定离不开。”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电商平台

销售的保暖披风款式多样，花色时尚，价
格从20元到180元不等。材质既有普通
的塑料、PVC材质的，也有人造革、羊羔
绒、羽绒等高档材质产品。有适合单人
使用的，也有满足接送孩子需求的双人
款式。在售后评论区“暖和”“适用”“好
看”，成为众多买家的好评关键词。

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区某生活市
场销售保暖披风的摊位实地了解了保暖
披风的使用方法。销售人员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保暖披风的安装方法：先将两边
的保暖袖套在车把上，然后用绳子固定，
随后将保暖披风展开，把下摆处的绳子
固定在自行车架上。使用的时候，骑车
人坐在车辆座椅上将双腿盖好，然后双
手插入保暖袖内，车辆的制动、鸣笛都在
保暖袖内完成。记者体验，加装了保暖
披风的电动车，在骑行中明显感觉笨重。

记者询问相关安全问题时，该销售
人员表示：“冬季保暖本身就会臃肿一
些，再说棉被一裹，更是双层保护，没什
么不安全的。”

保暖披风真的如商家说的具有“双
重保护”功能吗？

随后，记者连线了从事物理教学多
年的高级教师张永。张老师从物理角度
分析了，电动自行车加装保暖披风的安
全隐患。“首先，保暖披风打开后是一张
接近平面的纺织物，通过绳索固定在车
身，起到了支撑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
结构，虽然具备了阻挡风力穿透的作用，
但同时也加大了车辆行驶中的风阻，以
设计时速为20公里计算，加装了保暖披
风的电动自行车就好像一艘帆船，如果
遇到突发的短时强风，很可能引起车辆
方向失控和车身稳定。对于车辆驾驶人
的操控造成影响。”

此外，交通安全人士也指出：“保暖
披风在使用过程中，操控加速和制动的
控制部件，都被包裹在厚重的保暖袖内，
在驾驶过程中，极容易出现因织物牵制

导致的误操作，如果发生缠绕制动系统
的情况，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而且紧
固的保暖袖，无形中控制住了驾驶员的
双手，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抽
出双手，导致人体失去平衡。”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保暖披风并非
是冬季电动自行车不可替代的保暖产
品。现在一些保暖护膝、套裤、头盔、手
套和防风棉袍，都是不错的骑行保暖产
品，完全可以替代保暖披风。

或涉嫌私自改装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市
场上所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都是符合新国
标的车辆，在车辆性能和产品质量上可
以满足安全驾驶的需求。但是，消费者
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后，还是需要遵守相
关的交通法规，确保车辆驾驶中的安

全。”
柏舟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在接受消

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市非机
动车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对于非机动车
的电动车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对出厂后
的电动自行车实施下列行为：加装、改装
电动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蓄电池等动
力装置；加装、改装车篷、车厢、座位等装
置；拆除或者改动限速处理装置；其他影
响电动自行车通行安全的拼装、改装行
为。禁止驾驶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上道路行驶。规定中虽然未明确加设披
风是属于条例所禁止的改装行为，但如
果加设披风的行为影响了电动车的通行
安全，则符合了兜底条款所描述的特征，
也是属于被禁止的改装行为，在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时会予以考量。”

电动车加装披风或涉嫌私自改装
日前，作为舒适家居行业的引

领者，德国威能携舒适家居组合解
决方案及领先供暖行业的高水平
明星产品亮相第二届进博会，全方
位展示了在舒适家居领域的科技
创新成果。威能集团亚太区总监
Jeroen Sterel表示：“我们希望借此
契机更好地把握在中国市场的发
展机遇，将舒适家居生活产品和理
念与更多中国家庭分享。”

在新品展示区，ecoTEC exclu⁃
sive冷凝壁挂炉作为威能绿色智慧
（Green iQ）产品首次亮相中国，该
产品运用全预混燃烧、IoniDetect燃
烧控制系统、电离点火监测技术等
先进科技，达到五级氮氧化物排放
标准，燃烧更高效稳定，完全符合未
来几年冷凝炉的要求。此外，用户

还 可 以 通 过 智 能 手 机 实 现 对
ecoTEC exclusive 冷凝壁挂炉的操
控，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享受
到智能科技带来的舒适体验。
威能中国供暖业务部销售总监李林
涛介绍，威能绿色智慧产品从产品
研发、生产到购买使用、回收，每一
环节都体现了威能对生态环境影响
的思考。这也是威能集团的企业愿
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己任，让每一
个家庭更舒适，让世界更美好。

作为舒适家居系统方案的解
决者，除了全进口德国采暖产品
外，本届进博会上，威能还展示了
recoVAIR pro 新 风 系 统 、aro⁃
THERM空气源热泵、EloBLOCK等
全系列产品，满足用户一站式需求
和体验。

11月16日，金睿家幼儿教育品
牌迎来了 40周年生日。金睿家全
球 CEO Richard Maletese，美国罗
利国际幼儿园创始人、金睿家首席
教研专家Anne Daly女士出席本次
活动，与金睿家 100余位教育行业
从业者共同庆祝。

2017年，晨风教育集团旗下北
京睿烁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将
金睿家从美国引入中国。Richard
Maltese 在会上表示：“金睿家作为
有 40年成功经验的儿童早期教育
品牌，选择与晨风教育集团合作，是
因为与晨风教育集团有着相同的教
育理念，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接
受到国际化教育理念培养。”

金睿家大中华区总经理表示，
教育的本质并不在于传授或接纳

多少具体的知识，而是要从内心深
处唤醒孩子沉睡的自我意识，促使
孩子价值观和创造力的觉醒，以实
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自由自觉的建
构。

本次盛典还评选出了年度最佳
运营奖、年度最美中心环境奖、年度
最佳团队奖等多项大奖，旨在树立
标杆，提升所有合作伙伴的品牌意
识、服务意识和先锋意识。

未来，金睿家大中华区将继续
秉承“在探索中发现、在体验中收
获、在游戏中学习、在陪伴中成长”
的DELP 核心教育理念，着重培养
具备“有自信的、善于表达的、敢于
冒险的、有同理心的”CARE型品质
人格的孩子，为更多0—6岁的儿童
提供一站式早期教育服务。

德国威能展示舒适家居创新成果

金睿家40年“不忘初心”做品质早教

□本报记者 叶德宝 梅峰 马佳丽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刚刚
落下帷幕，上海不远处的义乌正借势
而起，承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溢
出效应。 11 月 13 日，为期半个月的
2019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秋季展
（以下简称“义乌进博会”）盛大启幕。
与 此 同 时 ，义 乌 新 一 代 进 口 商 品 城
——中国进口商品城孵化区（以下简
称“进口孵化区”）也盛大开业。

和往届不同的是，此次“义乌进博
会”举办地设在义乌国际生产资料市
场，与孵化区无缝对接，一展一区互融
互通、资源共享，将给客商带来全新的
逛展体验。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
卖全球”，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

在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制造”运抵全球
的同时，也让世界各地优质的进口商
品走进中国，并以崭新的方式展现其
独特的活力和风采。

参展商笑谈商机无限
希望产品从中国走向全球

“听说马来西亚的乳胶枕头很不错”
“大马的燕窝特别出名”……

“义乌进博会”马来西亚国家馆内，
面对不断涌入馆内的采购商，工作人员
应接不暇。“不到 1个小时的时间里，已
有不下 5家国内采购商前来洽谈，最受
欢迎的还是乳胶枕头和床垫。”马来西亚
国家馆工作人员表示。

据悉，在“义乌进博会”上，马来西亚
国家馆共有 7家企业展台，主要展示乳
胶枕头、白咖啡、猫山王榴莲酥等产品。
面对中国采购商的热情，马来西亚国家
馆负责人郭集福表示，相信“义乌进博
会”将为中马两国企业提供更多商业对
接机会，进而促进马来西亚的对华出口。

博世（bosch）集团是刚从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赶场”来参加

“义乌进博会”的参展企业，“此次来义
乌，我们带来了全新智能锁领域的 16
款产品。”博世智能锁事业部企划胡晨
晨表示，博世智能锁是博世新开辟领

域的产品，并且是去年底在中国开启
的全新板块，特别希望该领域的产品
从中国走向全球。

说到参加“义乌进博会”，胡晨晨
表示：“进博会有助于为各国开展贸
易、加强合作、开辟新渠道，促进世界
经济与贸易的共同繁荣。博世集团积
极支持中国进博会，希望在进博会上
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创新成
果，来到义乌参展也是如此。”

在英国展馆区，红、黄、蓝、绿各式
各样的汽车模型吸引了采购商们的注
意。“这些汽车模型造型简洁大气，曲
线弧度流畅，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尖角，
不会伤到孩子。”北京奥格斯商贸有限
公司客户经理张月介绍，此次参展的
是 PLAYFOREVER 的艺术汽车模型玩
具，该品牌来自英国。

“英中贸易协会邀请了 10 多个品
牌参加此次展会，其中包括伦敦金酒
和苏格兰威士忌，皇室御用家居生活
品牌，以及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进口博
览会的英国创意厨房家居品牌等。”英
中贸易协会零售及电子商务行业总监
平萍表示，在此次“义乌进博会”期间，
为参展品牌和义乌当地企业提供了对
接机会，希望能将更多的优质英国品
牌引入中国消费市场。

来自墨西哥的参展商文女士（华
裔）是一家农场的农场主，此次参展带
来了当地特色的有机咖啡豆，“我们非
常看好中国市场，由于报名时限的问
题，没有参加刚刚结束的第二届进博
会，有幸来到义乌参加这里的进博会，
让我们看到了无限商机。”文女士透
露，虽然“义乌进博会”开展仅半天，但
已与 3家采购商达成了合作意向。

“义乌进博会”助力中国企业
高效对接境外优质源头货

“义乌进博会”以“世界商品，义乌
采购”为主题，其举办目的是利用义乌
万商云集、机会丰富的优势，为境外中
小企业搭建高效对接中国分销商的平
台，为中国中小微进口企业搭建高效
对接境外源头货的平台。义乌市将这
平台命名为“6+60+365 常年展示交易
平台”，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6 天，
义乌展览 60 天，义乌市场再为落地企

业、品牌提供 365天的常年交易服务。
事实上，义乌是我国最早举办进口商
品博览会的地区之一，为了加快开放
发展，义乌打造了一个“世界超市”。
据悉，在此次“义乌进博会”现场，展示
面积近 5000平方米，主打日用消费品，
展品涵盖家居用品、母婴用品、化妆洗
涤、工艺品、保健品、酒类、食品等，吸
引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俄
罗斯、印度等全球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7 家企业参展。国家馆新亮相国家
占 30%以上，参展国别遍及五大洲，特
装比例高达 74.7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义“义乌
进博会”吸引了 20 余家优质进博会企
业参展，世界 500强企业德国博世集团
将在现场打造智能生活馆，向客商全
方位展示全新智能锁等系列家居产
品，开启智能家居生活新风尚；加拿大
贸促会将携手 7 家进博会企业集体亮
相，聚焦健康产品、清洁能源等领域，
对于追求绿色和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
颇具吸引力；西澳排名前三的柏兰爵
酒庄将带来 12 大系列葡萄酒，与参会
者一起品鉴享受澳洲阳光的珍藏佳
酿。

“本届进口秋季展承接了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商城集团董事
长赵文阁表示，“义乌进博会”的举办将
助力中国企业高效对接境外优质源头
货，境外中小企业高效对接中国分销渠
道，为义乌进口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的进
口市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进口孵化区正式亮相
承载义乌第六代新型市场探索

当前，义乌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
史机遇期，面临着国家级、省级两大综
合改革试点的良好机遇，优化营商环
境，对义乌而言，尤为重要。特别是近
几年，此前专注于出口的义乌政府部
门把目光瞄向了进口。11 月初，义乌
市长王健在实地调研保税物流园、进
口孵化区时强调，义乌要做大进口贸
易，培育转口贸易，全力打造第六代线
上线下以进口为核心市场。

在“义乌进博会”秋季展开幕当天，
义乌新一代进口商品城——中国进口商
品城孵化区也盛大开业，此次正式亮相

的进口孵化区，承载着义乌创新市场业
态、先行先试谋划进口贸易“境内关外”
改革试验的功能，也是升级建设义乌第
六代新型市场的有益探索，这标志着义
乌在出口进口并重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再
次踏出关键的一步。

进口孵化区经营面积 12 万平方
米，目前有 189户贸易主体，以“外商直
营+国家馆直销+华人华侨经销”业态
形式为主，专业化、规模化程度突出。
进口孵化区吸引了京东海囤、考拉海
购、网易严选等国内知名跨境平台纷
纷抢滩入驻，汇集了 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约 15 万种源头商品，进口红酒、食
品、日化用品、工艺品、化妆品、电子电
器、家居生活用品等日用消费品应有
尽有。

进口孵化区不仅让
贸易更加便利，让信息
化程度也变的更高。孵
化区将按“一户一屏”要
求在各商位门前安装触
摸显示屏，商位屏可与
市场高清大屏、客商手
机互联互通。目前，孵
化区内进口商品选品、
导航、下单、支付、提货
等采购环节已能在掌上
或指尖实现“一屏购”。

在当天进口孵化区
的开业仪式上，义乌市
委书记林毅表示：今年

我们有一个创新的制度，目前集聚到义
乌的日用品正通过很多优秀的采购商转
口到其他国家，而这个是一个“无中生
有”大胆的尝试，而我们义乌是第一个试
验区。在经过两个月的试点，我们如今
转口已经做到了 2000元万人民币，这是
义乌新的贸易的开始。

据悉，孵化区作为试点打造保税进
口市场的重要载体，将在进口政策改
革、关务政务服务、贸易模式探索、功能
集聚需求、进口主体培育等方面先行先
试，大胆创新，并逐步配套保税监管区、
跨境电商园区、物流仓储区及综合服务
区，实现“全链路、全业态、全品类、全功
能”的生态圈集聚，致力将义乌建设成
为日用小商品为核心的进口商品全球
集散中心、全球采购中心。

“义乌进博会”助力中国企业高效对接境外优质源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