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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人都追求吃饱；现在，人人

都想要吃好。但有时，即使勒紧了裤腰

带少吃一点，赘肉、三高也会找上门，这

可能是由于你忽略了餐桌上的“营养等

式”。

一个苹果 = 一碗米饭
一天一个苹果没问题，但是太多了

也会导致能量超标。以一个中等大小

的红富士苹果为例，重量大概是 250
克，可食部分 85%，它所提供糖分大概

是20克，能量大概是96千卡，大概相当

于一碗米饭所提供的能量。从能量和

营养素种类、含量的角度考虑，吃苹果

应适量减少其他零食的量。

1瓶乳酸菌饮料 = 16块方糖
乳酸菌饮品糖含量不低。以某品

牌乳酸菌饮品为例，每100毫升含碳水

化合物16.2克，这里的碳水化合物指的

就是白砂糖。

一瓶 435 毫升的乳酸菌饮品大概

有 70.5 克白砂糖，约是 16 块方糖的

量。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

应将每天糖摄入量降至25克。

7毫升酱油 = 1克盐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盐的

摄入量为6克，这不仅包括炒菜时放的

盐，也包括酱油、味精、甜面酱等调料中

的盐。酱油成分表中的盐含量一般标

为钠含量，这让很多人对酱油中到底含

多少克盐没有概念。

一般来说，7 毫升酱油就相当于 1
克盐，家庭主妇们在烹调菜品时可以按

照这个等式大致换算一下。

1瓶啤酒 = 四两米饭

啤酒以大麦芽、酒花、水为主要原

料，经酵母发酵作用酿制而成。啤酒度

数低则能量低，因为度数高的啤酒添加

的麦芽等原料多，发酵之后的能量自然

更多。

1 瓶 600 毫升的啤酒=228 千卡=
200克米饭（大约为两碗米饭）或者 100
克馒头产生的能量，如果喝5瓶这样的

啤酒，相当于吃了一斤馒头或者2斤米

饭。

根据每日酒精摄入不超过 15克的

标准，建议啤酒一天的饮用量不要超过

500毫升。

1把瓜子 = 1勺油
以带皮的炒瓜子为例，每 100克炒

瓜子含脂肪 52 克左右，脂肪占到二分

之一。

坚果和油脂的换算通常按 15克果

仁（一把带皮坚果）=10克油（一搪瓷勺

油）。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

每日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超过25~30克。

所以如果你一天不吃不喝，只在看

电视的时候吃两把瓜子的话，基本这一

天的食用油摄入量就用光了。专家建

议，每周吃50克坚果是适宜的（指的是

去皮的）。换算成带皮瓜子就

是：瓜子不要超过96克，南瓜子

不要超过 73.5 克，西瓜子不要

超过116克。

一袋方便面 = 4
克盐

方便面配料表中，

除含有食盐外，还含有

包括焦磷酸钠、碳酸

钠、谷氨酸钠等在内的多种钠盐。

一小包 84 克的方便面，其中钠的

含量有 1733 毫克，如果换算成食盐的

量约为 4.3克，我国建议每日食盐的摄

入量不超过6克。

所以，如果你一天中吃了一袋方便

面，等同于一下子吃了三分之二的食盐

量份额。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潘文婕）

昨天，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和浦东新区知

识产权局联合举行推进中国（浦东）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与司

法协同保护专题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双方将共同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

协同保护体系，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

进全国知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为浦东新

区“双创”工作提供法律支撑，营造国际化、

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据介绍，今年7月25日，中国（浦东）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在浦东成立，为检察机关

服务保障自贸区、科创中心建设国家战略

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随即，浦东新区

检察院在该保护中心设立“命名检察官办

公室”办公点，建立健全工作信息共享机

制、联席会议沟通机制和快速协作保护机

制，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进全国知

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浦东新区知识产

权局局长林本初说：“实现区域知识产权

管理和执法体制向综合、整体转变，是对

标国际管理，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

工作的重点。”据透露，浦东新区知识产权

局将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

护的工作格局，在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

药两大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上，

加速发展专利、商标、版权等“三合一”的

功能融合，促进浦东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方面的能级提升。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和推进保护中心建设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是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承担了快

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高效运行

的具体工作职能。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更

多地关注满足公众诉求、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培养高端专业人才等延伸服务工作，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国

家战略。

会上，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长杨玉俊

表示：“强化‘行政、民事、刑事’保护的深

度融合，为打造全产业、全类别、全链条的

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作出检察机

关应有的贡献，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和

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据介绍，浦东新区检察院是全国先进

检察院，每年办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

不乏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多次荣获打击

侵权盗版有功单位等荣誉称号，建立了知

识产权案件刑民行合署办公机制，在服务

保障自贸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

略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多家高端制造业和生物医药领域的

企业，以及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

员会、市知识产权局、市检察院、区公安局

和区法院等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已连

续举办6年的环浦东骑游活动又

将开启，主办方已启动报名程

序。

今年的活动以“文明骑行看

浦东”为主题，在倡导绿色低碳出

行的同时宣传文明骑行、文明放

置车辆。这次的环浦东骑游将经

过浦东15个街镇，以及连民村特

色民宿、塘下公路、火箭发射遗址

等景点景观，从繁华的城市骑到

宁静的乡野，参赛者可以领略别

样的浦东。

此次骑行起终点为川沙新

镇，分为全程130公里、半程80公

里、亲子互动版 8 公里三个项

目。参赛者途中需在设定点打卡

领取手环，集齐全部手环换取纪

念奖牌。主办方鼓励骑友们团队

报名，参赛人员需年满 18 周岁，

身体健康，需有一定骑行能力和

经验；未满18岁者需要由监护人

或法定代理人签字同意。建议骑

友选手报名前根据自身体能状况

并评估参赛风险，选择合适的里

程进行报名。

此次活动人数限定为 800
人，即日起至 10月 16日，感兴趣

的市民可以关注“上海52单车俱

乐部”微信公众号了解报名事宜。

2017 环浦东骑游活动由沿

线街镇团委、文明办和上海52单

车俱乐部共同主办，活动将于 11
月11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刘

占强）近日，由东海救助局和国际海上人

命救助联盟亚太交流合作中心联合主办

的首届上海邮轮应急保障研讨会在上海

成功举办。

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新西兰、英国

和国内的近70名专家、代表分享了上海

邮轮产业发展情况、中国海事和救助单

位针对邮轮应急处置有关情况、邮轮公

司内部应急反应情况等，并围绕制定专

项应急预案、妥善开展应急处置行动等

进行了交叉式讨论，为上海邮轮应急保

障建言献策，以完善相关应急保障机制。

据悉，近年来，东海救助局积极支持

和保障“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持

续加强“长江口应急救助保障项目”建

设，按照“重点区域重点保障”的要求，在

长江口及周边水域重点部署了6艘专业

救助船艇、6架救助直升机以及2支以潜

水员为主组成的应急救助队，形成一张

以长江口为中心的覆盖空中、水面、水下

“三位一体”安全救助网。同时，还在江

苏启东、浙江舟山宁波水域，设置救助站

点 8个，部署救助船艇 4艘，形成了保障

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购买动车组

车票也可以自主选座了。昨天起，铁路

部门推出“接续换乘”方案推荐及动车组

列车“自主选座”两项便民服务新举措，

进一步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10月 12日起，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

机客户端购票，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

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

时，旅客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票系

统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

车余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以一

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关于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该负

责人表示，铁路部门于2016年12月起在

海南环岛高铁开展该项服务试点的基础

上，自今年 10月 12日开始，全面推出动

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时，可以

根据系统提供的动车组列车座位示意图

选择座位，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旅客需

求时，系统将自动进行配座。

该负责人表示，“接续换乘”及动车

组列车选座功能为首次推出，铁路部门

将根据运营情况和旅客建议，持续优化

完善。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有关两

项服务的具体情况，可登陆 12306 网站

查询《接续换乘及选座功能说明》。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站的网络购

票占比已达7成多，“接续换乘”“自主选

座”等新功能的增加，有助于继续提高网

络购票的吸引力。

本报讯（记者 黄静）即日起，浦东

南汇公交又有 30辆纯电动公交车投入

营运。这批纯电动公交车主要用于替换

更新老旧车辆上线营运，主要分布于临

港、泥城、航头地区。

此次投运的纯电动公交车涉及龙港

快线、龙临专线、1066路、1077路、申港1
路、申港 3 路、1123 路、1043 路、泥城 2
路。为了使驾驶员掌握这批纯电动公交

车的车辆性能和正确操作方法，南汇公

交开展了纯电动车辆驾驶员岗前培训，

并对车辆的 POS 机以及车载语音报站

器等设施设备进行安装和维护。

与常规公交车相比，纯电动公交车

整体运行更加平稳舒适、安全系数更高、

车内噪音更低。根据目前纯电动公交车

的使用情况来看，电费消耗比传统燃油

消耗费用节省三分之二，不仅更环保低

碳，而且节约运营成本。

据悉，本市每年滚动制定公交车辆

更新计划，确保每年更新的车辆中节能

和新能源车辆应用比例达到 60%以上。

目前，全市累计推广各类新能源公交车

3849 辆，约占全市公交车总量的 23%。

下阶段，将以纯电动公交车为主，加快实

现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公交“零排放”。

浦东检方与知识产权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浦东“双创”工作提供法律支撑

2017环浦东骑游开始报名

邮轮应急保障研讨会在沪举行
长江口已形成“三位一体”安全求助网

铁路部门推出“自主选座”服务
该功能有助提高网络购票率

加快实现公交“零排放”
浦东南部地区又一批纯电动公交车上线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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