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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全额返现”促销背后有猫腻

欢 迎

关注浦东

消保委微

信公众号

消费者江女士在某游泳馆办理了

预付卡，当时的活动规则是充值 4980
元游泳50次，当50次使用完之后，游泳

馆会全额返还当初支付的 4980元。50
次使用完后，江女士前去办理退费，接

待江女士的是店长张先生。张先生说，

公司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力度

更大，如果不退 4980元，可以办理再使

用 90次的次卡。江女士经过计算，感

到继续买卡可以降低每次游泳的价格，

于是选择了不退款。但是，在第二次办

卡只使用了 13次后，该游泳馆关门了，

还剩余 77次未使用。江女士提出退款

要求，商家同意退款，但是要将之前 50
次算进消费次数之中，按照 4980元除

以 140次，剩余 77次给退款，这样算来

可以退 2739元。江女士不接受，要求

按照 4980元除以 90次，剩余 77次进行

退款，这样可以退 4260元。双方的计

算方式不一致，江女士拨打了 12315投

诉热线向消保委求助。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与双

方多次沟通，但张先生态度坚决不容协

商，表示只能按照他们公司给出的计算

方式退款。最终，江女士只好接受这样

的退款方式，退回 2739元。折合下来，

一次游泳的价格为 35元，江女士并没

有享受到商家承诺的全额退款。

此案中，商家看似做的是赔本的买

卖，用全额返现吸引消费者购买服务，

在可以全额返现的时候，继续抛出一个

似乎更大的诱饵，很多消费者都会像江

女士一样选择后者。没有料到的是，后

面的服务未履行完毕，商家就表示要关

门了，最终在退费的时候按照他们的方

式进行结算，消费者想拿到“全额返现”

是不大可能的。消费者就这样不知不

觉掉入了商家设好的陷阱。

消保委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天上

不会掉馅饼，“全额返现”的促销方式有

悖于商业经营规则，违反常理的背后一

定会有猫腻，消费者切莫被商家这样的

承诺所诱惑，购买商品或服务还应选择

规模大、信誉好的商家，明明白白消费。

如今，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

多人开始拒绝吃肉。其实，肉类是优质蛋白

质、铁、B族维生素等营养素的很好来源，适当

摄入有助健康。尤其以下几类人，更应该吃

点肉。

缺铁性贫血。饮食调理是预防和纠正缺

铁性贫血的根本手段。蛋白质是血红蛋白合

成的必备原料，对纠正缺铁性贫血相当重要，

铁是血红蛋白合成的主要原料。对于缺铁性

贫血患者，应适当增加瘦肉特别是红肉类（瘦

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

青少年。青少年生长发育迅速，对能量

和营养素的需要量高于成年人，充足的营养

是他们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健康

的重要保障。青少年要经常吃瘦肉等富含铁

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同时搭配富含维生素C
的蔬菜、水果等，促进铁在体内的吸收。

孕期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孕期的营养状

况不仅直接影响自身健康，还与胎儿的生长发

育、出生后的健康以及成人后疾病的发生密切

相关。孕早期胎儿生长发育速度相对缓慢，所

需营养与孕前无太大差别。孕中期开始，胎儿

生长发育逐渐加速，母体生殖器官的发育也相

应加快，对营养素需求增大，建议孕中期每天

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鱼、禽、蛋、瘦肉），孕晚

期增加 125克，以满足对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钙、铁等营养素和能量增加的需要。建议每

周食用2~3次鱼类，以提供对胎儿脑部发育有

重要作用的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

哺乳期女性。作为母乳喂养的主体，新

妈妈营养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而且与

乳汁分泌、婴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新妈

妈营养充足是泌乳的基础，尤其是蛋白质对

泌乳有明显影响。动物性食物可提供丰富的

优质蛋白质和一些重要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新妈妈每天应比孕前增加约80克的动物性食

物。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新妈妈的饮食过于

油腻，则乳汁里的脂肪含量会升高，宝宝比较

容易长胖。

老人。与青中年相比，老人身体功能出

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

酶活性和激素水平异常，肌肉萎缩流失。严

重的肌肉流失会导致老人身体虚弱、丧失生

活的独立性和早亡风险增大。为延缓肌肉衰

减，增加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等

食物。

减肥人群。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一

个好身材开始减肥。随着运动时间的增加，

人体肌糖原和肝糖原被消耗后逐渐过渡到

脂肪和蛋白质供能。肌肉纤维主要由蛋白

质构成，长时间运动肌肉处于分解状态，导

致肌肉组织被破坏。因此，减肥人群应该补

充优质蛋白质为肌肉修复过程提供原料。

推荐选择瘦牛肉、鸡肉等脂肪含量相对较少

的食物。

□摘编自《中国食品安全报》

适当摄入有助健康适当摄入有助健康 六类人应吃点肉六类人应吃点肉食品安全进行时食品安全进行时
栏目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沈莉莉

能够在果香四溢的环境里工作、离

家还很近，合庆镇勤奋村村民张伟芬觉

得十分满意，“这里环境好，收入也高。”

她工作的地方是合庆火龙果产业示范基

地。作为镇里创新农业经济发展、打造

“三高”农业的成果之一，合庆火龙果公

司促进了附近村民的就业，让他们切实

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好处。

“上班环境好，收入也高”

“给火龙果修枝就跟给大树剪枝的

道理是一样的，枝条多了就会影响营养

吸收。剪的时候要从枝条的根部剪。”在

合庆镇火龙果基地工作了几年后，张伟

芬早已经成为了一个熟手。

2015年 7月开始，在覆盖整个合庆

镇的“五违四必”整治行动中，张伟芬供

职了8年的印刷厂被拆除。

企业的搬离让合庆镇环境得到修

复，却也带走了张伟芬和周边不少村民

的饭碗，带走了原先可观的经济收入。

拆违拆走了村里的企业，经济下一

步怎么走？2014年，合庆镇建立了占地

面积1080亩的火龙果产业基地，期望通

过发展“三高”农业，带动经济转型，同时

解决一部分本地村民的就业。

2016年，火龙果基地进入果实盛产

期，张伟芬也趁着公司员工扩招的机会，

成功应聘到了一份大棚管理员的工作。

每天被果香围绕，张伟芬直言感觉好极

了。“这里上班环境又好，而且收入也高，

离家还近，我真的很满意。”她说。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对合

庆镇来说，火龙果公司便是立足“三品”

战略，为发展“三高”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的一次探索。据介绍，目前基地里 60%
以上的员工都来自本地。

公司目前已拥有2个种植基地，1个
酵素产品深加工基地，1个微生物有机

肥发酵基地。占地逾千亩的火龙果庄

园，也是上海地区首家火龙果规模化种

植基地。

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合庆火龙果

公司已初步实现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休

闲农业旅游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

链：有令人垂涎的红心火龙果；有利用现

代微生物发酵技术开发的火龙果酒、火

龙果醋、火龙果酵素三大系列产品；还有

吸引亲子家庭的采摘观光。

合庆镇相关领导表示，火龙果基地只

是合庆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三高农

业”的一个缩影，生态经济、农业经济无疑

将成为合庆实现产业兴旺的新动力。

合庆镇相关领导表示，立足高起点、

高标准，打造以科技示范为引领、现代农

业三产融合为支撑的农业产业发展体系，

将成为合庆镇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

点，引领示范带动本区域及周边地区的集

体经济发展。

合庆打造火龙果特色产业引领产业兴旺

村民在果香中感受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黄静）落叶不扫，秋意

浓浓。在道路保洁人员精心养护保洁下，

2019年全市 42条落叶景观道给市民带来

如诗如画的秋色。

市绿化市容局透露，今年全市落叶景

观道共有 42条，数量更甚往年，但量变质

不变，每条落叶景观道都是各区在结合区

域特点、历史内涵、建筑风格精心挑选后，

围绕着本年度落叶景观道“美丽街区”这

个主题优中选优中脱颖而出。其中，浦东

的碧云路（黄杨路-云山路）、芳甸路（锦

绣路-花木路）、陆家嘴西路（陆家嘴环

路-滨江）、沈家弄路（民生路-巨野路）将

从 11 月 26 至 12 月 16 日开展落叶不扫作

业。

据了解，申城的落叶景观道路各具特

色，每条落叶景观道树种也不尽然相同，包

括悬铃木、银杏、香樟、北美枫香、无患子等

树种。秋色渐深树头带俏，成片成梢的黄、

橙、红，搅着秋阳和林蓝，如此变幻的美景，

一帧一帧如梦境一般让市民和游客流连忘

返。

落叶不扫景观道并非不需要道路保洁

员的优化清洁，道路保洁员每天都会对景

观道采取“捡拾保洁”，确保隐匿在落叶中

的垃圾无所遁形，也使得落叶景观更加“纯

粹”。落叶景观道具有时效性，随着季节的

推进，落叶景观道的预期观赏时间会随着

气温和气候等原因有所调整。若逢风雨

天、雾霾天等恶劣天气或是城市重大活动

保障，为了行人的通行安全和居民的日常

生活便利，各区将根据实际情况暂不保留

落叶，全面清扫道路上的落叶。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落叶景观道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当季融入大自然的机会，也

需要广大市民、游客共同维护。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菜场剥下来的老叶，种植地里留下的

残根茎干……上海每年蔬菜废弃物有两百

万吨。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乡村振兴践

行绿色发展的当下，张江镇为精细化处理

蔬菜废弃物找到了有效途径。

在张江镇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但大规模的农田种植、批量化的农业

生产，也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废弃农作物。

堆在路两边，影响了周边车辆通行，还存在

火灾隐患。有些农户偷偷焚烧秸秆，大量

的浓雾严重破坏了周边环境。

今年上海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后，

环卫部门不再清运农业废弃物。借此契

机，张江镇建成新区首个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示范点。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位于农业

苑中心地带。工作人员每日收集各农户的

秸秆，放入撕碎机中进行处理。接着把变

成碎料的秸秆进行堆肥。农业苑区引进了

智能化堆肥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实施监测

堆肥发酵的状态。大约6至8周后，秸秆变

成了肥料，可以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撕碎机相比传统的粉碎机声音更轻、扬

尘更小、安全性也更高，减少了噪音和空气

的二次污染，堆肥产生的污水可以循环利

用。目前，基地有两套资源化利用处理设

备，预计一年可处理约1152吨秸秆，就地消

纳大部分农业废弃物。

源头的问题有了解决方案，蔬菜供应

链的末端还有一次挑战：菜市场产生的湿

垃圾也有着不小的量。如何“多快好省”地

实现湿垃圾的减量化？

孙桥菜市场是孙桥地区最大的菜场，

每天产生湿垃圾约 20桶。今年 9月，菜场

引进了一台湿垃圾处理机。机器的智能程

度不高，但是很实用，处理能力强。机器有

粉碎和挤压两道工序，一桶湿垃圾可减量

大约 70%。菜市场场长介绍，这台机器一

小时可处理500公斤湿垃圾，一天3小时基

本可以将菜场的湿垃圾处理一遍。

据了解，引进这样一套设备加后续配

套约20万元。张江菜市场的管理方、张江

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赵惠良表示，

这样的处理方式，除了有效减少湿垃圾产

生，一年垃圾清运费也将节省十多万元。

“我们考察了很多地方，最终选择了这台机

器。这台处理设备对于普通菜市场完全够

用了。”赵惠良表示，这个模式未来还将在

更多的菜市场推广。

留住一地秋色 感受渐浓秋意

浦东4条道路实行“落叶不扫”

张江镇探索蔬菜废弃物处理有效途径

秸秆粉粹变肥料 菜场湿垃圾减量
昨日，《初心·远航》大型舞台演讲剧的首演在临港新片区拉开帷幕。《初心·远

航》大型舞台演讲剧以红军长征为主背景创作，时长90分钟、共分为6个篇章。
项目总导演左力说，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临港人，展现出临港新片区在特殊使命

中的最佳“精气神”。
即日起，《初心·远航》大型舞台演讲剧将连续开演3场，旨在以更加丰富的教育

形式，感染临港的每一名党员以及更多的临港人。图为演出场景。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供图

《初心·远航》临港新片区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