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 经济

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 / 欧莉

美编 / 黄辰毅

2018.2.14

4

新区上半年计划建成100个平价菜柜
引导菜价回归合理水平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家
住璞真园的谢女士最近买菜有了好
去处。去年底，与她家一条马路之
隔的江南山水菜市场重新装修，新
菜场不仅环境、种类有了大提升，还
设立了平价菜柜，里面的蔬菜新鲜
又实惠。

洋山保税港区（陆域）获
“全国示范物流园区”
称号
去年港区经营总收入 306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
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示范物流
园区工作的通知》，公布了第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其中，
上海自贸区洋山保税港区（陆域）凭借在园区规划建设、招商
引资、产业培育及规范运营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功获批“全
国示范物流园区”
。
记者从洋山保税港区方面获悉，依托海运、航空、铁路、
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五龙汇聚”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保
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及出口加工区三区功能叠加的政策组合
优势，国际中转分拨中心、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子商务、船
舶供给及维修等产业功能集聚态势正在洋山加速形成。
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港区实现经营总收入 3060 亿
元，同比增长 10%；商品销售额 1860 亿元，同比增长 3.5%；航
运物流服务收入 1156 亿元，同比增长 20%；商品进出口总额
770.3 亿元，
同比增长 1.1%，
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作为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国唯一被
国务院批准的“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洋山保税港区已
经成为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创新发
展之地。

蔬菜价格显著降低
平价菜柜是今年浦东在全面
推进菜市场建设管理方面的一个
重要举措。据记者了解，首个平价
菜柜由浦商集团与江南山水菜市
场合作设立，面积约 24 平方米，售
卖 10 多种基本菜品，菜价主要集中
在 2 元/500 克以下，菜价比附近摊
位低 20%。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
通过扫码还能看到蔬菜的供应商、
流通追溯等信息。据柜员介绍，平
价菜柜每日进货量在 2000 斤左右，
一般能卖掉 80%，日销售额约 3000
元。
目前全区范围内开设了 4 家平
价菜柜，分别设在沪东的江南山水
菜市场、张江的孙桥菜市场、南码头
的兰陵市场和六里二村市场。自从
平价菜柜设立，明码标价的新鲜蔬
菜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认可，不少消
费者表示，平价菜柜是自己最常光
顾的摊位之一，希望未来蔬菜种类
能不断丰富。
南码头社区居民吴阿姨说：
“小
青菜 1.8 元/500 克，比其他摊位便宜
很多，还有醒目的追溯二维码，扫一
扫就能看到商品信息、经销企业和
供应商。只要来买菜，我都会首选
平价菜柜。”

目前浦东已开设了 4 家平价菜柜。

将在各街镇集中开设
菜场是一个市场竞争比较充分
的领域，目前浦东有 200 家标准化菜
市场、16 家中心菜场和 227 家智慧微
菜 场 ，存 在 着 总 量 不 足 、流 通 环 节
长、公益功能不到位等问题。为解
决这些问题，新区商务委和浦商集
团制定了多个对策，平价菜柜就是
其中之一。
新区有关领导近日带队到南码

□徐网林 摄
头路街道兰陵菜场的平价菜柜进行调
研时表示，
平价菜柜建设作为持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
已被列入区委
区府今年的重点督查工作，
并明确了
上半年开设100个平价菜柜的目标。
最初的平价菜柜货源主要来自
批发市场，如今浦商集团和光明集
团旗下公司达成合作，基本达到源
头直供，菜品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
依旧将菜价保持在市场最低水平。
未来大规模的平价菜柜将继续建立
更多的直供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和

采购成本，并通过智能化管理降低
人工成本等举措逐步实现。
为避免对市场造成冲击，平价
菜的定价一般参照该品种在菜市场
的平均零售价下调 20%设置。
目前浦商集团正在与街镇加紧
对接，通过合作加快平价菜柜的推
广，以点带面形成良性循环和规模
效应，不断提高浦商集团在保供稳
价方面的调控能力。未来，浦东 36
个街镇的居民都有望在自己家门口
找到平价菜柜。

浦东再出让 2.4 万平方米
动迁安置房用地

中国台湾商品中心重启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日
前，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挂出本月第二
个浦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
告，
依旧是位于曹路的动迁安置房用
地，
土地总面积为2.4万平方米。
该 地 块 名 为 浦 东 新 区“ 十 二
五”保障房曹路基地 11-01 地块，东
至金拓路，南至海福路，西至金开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
历经近半年的重新规划装修，中国
台湾商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外高
桥保税区全新归来。
经过调整后的台湾商品中心，
其陈列面积约为 800 平方米，包括
品牌入驻区和集中陈列区，分为食
品类和文创类产品，现已引进展示
约 1200 种商品，近 10 个台湾地区知

南路，北至海纳路。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为 2.0，
保证金 4328 万元。
出让土地交易活动时间需关
注上海市规土局官网和上海土地
市场网发布的出让地块进度安排
表，此外，该地块的出让文件（出让
须知、出让预合同及附录文件等）
也需通过网站下载。

去年家电网购市场规模
近 5000 亿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工
信部赛迪研究院日前发布《2017 家
电网购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我
国 B2C 家 电 网 购 市 场 规 模 达 到
4906 亿元，
同比增长 27.6%。
根据《报告》，空调、冰箱、洗衣
机和彩电等 4 大家电线上销售规
模增幅超过 50%。家电网购市场产
品结构向高端化转移。从厨卫电器
到手机终端，家电网购市场各品类

产品的零售额增幅均大于零售量增
幅。
用户结构年轻化是家电网购市
场未来的增长潜力，
“80 后”用户成
为家电网购消费主流群体，占比达
48% ，
“90 后 ”用 户 占 比 从 去 年 的
14%提升到 23%。此外，无界零售、
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和门店的
兴起，加速推动家电网购领域线上
线下融合。

打造台湾（地区）商品自贸区集散地
名品牌，且其文创礼品类均由台湾
地区最大的文创礼品平台推广展
示。
据了解，中国台湾商品中心将
继续成为台湾地区中小企业进入中
国内地的窗口，同时将在大润发集
团的资源优势引领下，凭借其门店
以及客户资源，推进中国台湾商品
中心扩大影响，
增进两岸商务合作。

七牛云内容审核资源包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
七牛云推出“内容审核资源包”，是
一款集鉴黄、鉴暴恐、政治人物识
别于一体的综合涉稳安全系列产
品，产品严格按照网信、网安等监
管机构要求，同时保障相关网站或
内容服务商的稳定安全运营，致力
为广大网民创造一片清新宁静的
环境。
七牛云人工智能实验室在人
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在内容审核

领域深入研发，对政府类的审核需
求有高度的敏感和理解。早在
2015 年，七牛就推出了图片鉴黄服
务，并且准确度超过 99.5%，可以替
代 90%以上的人工审核。
从性能方面，
“ 内容审核资源
包”能够实现单张图片响应时间小
于 0.1 秒、准确率超过 99.5%。数据
统计显示，该产品已累计识别图片
数量超过 4000 亿张、审核视频数量
超过 80 亿个。

华虹宏力获
“中国电子信息
行业社会贡献 50 强”
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组织召开了 2018（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发展大会，华虹
半导体之全资子公司华虹宏力在会上被授予“2018 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社会贡献 50 强”称号。
记者了解到，此次社会贡献奖是从企业的经济贡献、就
业贡献、创新贡献、公益事业贡献、绿色生态贡献、社会责任
管理贡献等 6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的结果。华虹宏力在上述
6 个方面有着强劲的综合表现实力，获得了行业专家的一致
认可。
据悉，华虹宏力目前在金桥和张江共有三条 8 英寸生产
线，月产能约 17 万片，在中国台湾、北美和欧洲等地均提供销
售与技术支持。华虹宏力工艺技术覆盖 1 微米至 90 纳米各
节点, 其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功率器件、模拟及电源管理
和逻辑及射频等差异化工艺平台在全球业界极具竞争力，并
拥有多年成功量产汽车电子芯片的经验。

紫光展锐携手谷歌
加入 GMS Express 计划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紫光展锐近日宣布，将携手谷歌
加入 GMS Express 计划。据介绍，通过与谷歌合作的 GMS
Express 计划，紫光展锐可为移动设备制造商提供预先测试、
预先认证且完全兼容的安卓软件，包括谷歌移动服务、谷歌
兼容性测试套件，以及每月的安全更新等。得益于此计划，
紫光展锐的客户可显著降低与谷歌进行兼容性验证所需时
长，
大大缩短产品上市进程。
“作为首个加入谷歌 GMS Express 计划的中国本土芯片
设计企业，紫光展锐优势独具。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帮助
客户更加高效地开发产品，全面提升用户体验，真正实现快
速致胜。”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紫光展锐首席执行官
曾学忠表示，
“ 未来，紫光展锐将持续聚焦‘客户中心’战略，
携手合作伙伴共创‘芯’价值，引领安卓 8.0 时代移动通信新
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