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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佳品汇”启幕 将开展150多场重点活动

设计赋能，“上海制造666”

如何吃水果蔬菜更营养如何吃水果蔬菜更营养 十点事项当注意十点事项当注意食品安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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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餐餐有

蔬菜，天天有水果”。蔬果，泛指蔬菜

和水果，是中国居民膳食中食物构成

的主要组成部分，富含碳水化合物、

有机酸和鞣质，可以为人体提供多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

多吃蔬果好处多
除了提供各种营养素，蔬果中

所富含的各种有机酸、芳香物质以

及色素成分也有重要意义，人们可

以搭配烹调出口味各异、花样繁多

的佳肴。

蔬菜含水分多，能量低，富含植

物化学物质，是获取微量营养素、膳

食纤维和天然抗氧化物的重要来

源。其中，深色蔬菜尤其受到关注。

深色蔬菜指深绿色、红色、橘红色、紫

红色蔬菜，这类蔬菜富含胡萝卜素尤

其是β -胡萝卜素，是我国居民维生

素A的主要来源。

水果与蔬菜相比碳水化合物含

量更高，但所含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

蔬菜。水果中的纤维素和果胶是天

然的缓泻剂，对维护肠道功能有很大

帮助。

这些事项要知道
1.每天尽量搭配多种蔬菜食用。

每天吃新鲜水果200~400g。
2.尽量选择新鲜和应季蔬菜。

3.多摄入深色蔬菜，使深色蔬菜

占蔬菜量的一半。深色蔬菜如菠菜、

油菜、西蓝花、韭菜、西红柿、胡萝卜、

南瓜、红苋菜等。

4.吃芋头、莲藕、山药等含淀粉较

多的蔬菜时，要适当减少主食，避免

能量摄入过多。

5.少吃酱菜和腌菜。

6.烹调蔬菜时应做到先洗后切、

急火快炒、开汤下菜、炒好即食。

7.吃新鲜干净的水果。清洗水果

时，先清洗后浸泡，浸泡时间不少于

10min，然后再用清水冲洗1次。

8.成年人为了控制体重，可以在

餐前吃水果（柿子等不宜在饭前吃的

水果除外），有利于控制进餐总量，避

免过饱。

9.选择应季成熟的水果。反季

节的水果都是通过人工条件生产出

来的，或是使用激素，或是温室培

育，有食品安全隐患。成熟水果所

含的营养成分一般比未成熟的水果

高。

10.不要过量食用水果。芒果、荔

枝等水果果糖含量高，摄入过多会导

致血糖升高过快，血液中胆固醇升

高。蔬果对健康的益处不言而喻，尤

其是不同种类、数量的蔬菜水果对疾

病有预防作用，合理选择蔬果，改善

生活方式，助力身体健康。

据《中国食品安全报》

本报讯 （记者 陈烁）一年一度的

“618”促销，让跨境电商热潮在疫情期间重

现。在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设立了跨

境电商物流仓库的京东，在“618”促销期间

日均出区量达到了 10万单。而为了加快

跨境商品的通关速度，外高桥保税区海关

将监管的“毛细血管”延伸至了京东电商仓

库内。

2019年，京东在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设立了跨境电商物流仓库。短短一年，该

仓库已跃身成为上海口岸保税网购模式下

业务量第二大的跨境电商仓库。

据介绍，截至6月14日，该仓库今年总

计出区单量约 253.6 万单，同比增长近 8
倍，共约 735万件，商品种类约 2000种，货

值约4.04亿元。仓库日均出区约1.4万单，

“618”促销期间日均出区量更是达到了 10
万单。

“今年受疫情影响，各方面的不稳定性

因素增多，因此我们外高桥仓库在海关的

帮助下，提前做好了‘618’备货。”京东上海

物流仓库负责人介绍。

为支持跨境电商发展，上海海关所属

外高桥保税区海关在“京东618”消费节前，

进一步升级优化了跨境电商仓库及商品的

监管模式。

企业不用再将跨境电商包裹送至海关

监管仓库进行扫单处理，而是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通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顶扫

设备和监控装置，在自己的仓库直接进行

扫单。据悉，顶扫设备安装后每小时可扫

4000-5000 单，大幅提高了跨境电商商品

的申报和通关速度。

保税区海关还安排业务骨干入驻企业

仓库，设置专门查验区域，就近快速完成海

关查验工作，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由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

会主办的科普大讲堂——“科普嘞”品牌

发布及首次开讲活动在张江人工智能岛

举行。“科普嘞”将以“产业科普”为核心，

以“科普+科创”为重点，围绕六大硬核产

业开展系列论坛，聚焦新时代、新热点，

打造硬核科普品牌形象。

新区科经员副主任徐敏栩介绍，浦

东科普活动将凸显前沿科技，科普大讲

堂也将以产业科普为核心，与硬核产业、

龙头企业相结合，不断拓展场景化体

验。“浦东是一个科普的宝地和宝库，聚

集了各种科学要素，我们要利用好产业

优势和企业资源。”徐敏栩说。

携手相关产业领域的科研院所、重

点高校的专家导师，科技领域的实践工

作者，业内知名成功企业家等建立“科普

导师团”也是浦东科普品牌特色之一。

当天，上海中科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起

点资本合伙人孔华威，微软大中华区AI
创新战略总监朱琳，小蚁科技董事长宋

烨，云从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曾曦，纽劢科

技商务总监王思本等被授牌成为了首批

导师团成员。

“科技要深入老百姓，才能形成互相

的创新驱动。让百姓了解科技背后的创

新过程，可以消除他们对高科技使用的陌

生感，而我们也计划通过科普活动，让他

们提前来体验浦东科创的产品，让产品设

计得更加符合百姓的需求。”孔华威说。

在昨日举行的“科普嘞”首次开讲活

动中，专业导师聚焦人工智能，以“科技

走进生活，AI成就未来”为主题，介绍了

人脸识别、智能语音交互、自动驾驶三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前景，为观众展

示了一幅人工智能赋能未来生活的生动

科幻画卷。

据悉，目前浦东已拥有市区教育基

地 65家，科普社区 47家，未来正计划拓

展企业为主的产业情景科普基地。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中汽

协发布数据显示，5 月份，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4 万辆和 8.2 万

辆。其中，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同比降幅均比 1-4 月小幅

收窄。

从新能源汽车品种来看，5月份我

国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3万辆和

6.4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1万辆和 1.8万辆；燃料电池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17辆和42辆。

中汽协表示，5月国内抗击疫情形

势持续向好，企业加快实现复工复产复

市，稳岗就业扎实推进，同时伴随中央

及地方政府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拉动，消

费信心得到提升，部分消费者被抑制的

需求也加快释放，汽车市场逐步恢复。

虽然整体车市正在复苏，但新能

源汽车市场却连续 11个月出现同比下

降。中汽协表示，目前，全国多地已经

出台各种刺激购车政策，对新能源车

有不少倾斜，因此，今年新能源汽车市

场不会出现大幅增长，但有望会逐步

恢复。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诺基

亚和博通宣布正在合作开发先进的半导

体技术。两家公司将利用各自技术专

长，合作开发新的订制解决方案，包括新

的订制处理器。

诺基亚表示，双方合作的晶片组有

助于5G运营商降低体积和能耗，同时也

能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容量和整体

性能。此次合作进一步扩大诺基亚基于

ReefShark的晶片组，扩大了其 5G解决

方案的适用范围。

据悉，目前，高通、华为、三星、展锐

等都在开发5G芯片。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上海

电气集团与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将携手助力智能制造加速转

型。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一代基础设

施建设、智能制造、智能化信息服务等

领域深入合作。

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双方

将依托各自的资源、产品及服务优势，

加强共建共享，合作推进以 5G、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的建设。

在智能制造领域，双方将合作推进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开展5G设备

接入上云合作；双方将推进 5G在工业

场景中的应用打造，运用5G、人工智能、

物联网、边缘计算、云、大数据等新一代

网络与信息技术，合作打造智慧园区、

智能工厂、智慧运维等示范项目。

在智能化信息服务领域，双方将优

先为对方提供优质支撑和安全保障。

此外，双方还将开展基层党组织共建共

创活动，共同推动双方党组织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西门

子能源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增资 38亿元，总注册资本跃至 41亿

元。

西门子能源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
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隶属西门子能源集

团。西门子能源集团的前身是西门子油

气与电力集团，2019年5月完成拆分，业

务范围覆盖整个能源价值链的所有重要

环节，包含石油和天然气、常规发电、输电

和相关服务业务等。据估算，西门子能源

集团全年营收可达约270亿欧元。

据悉，作为园区管理方的外高桥

集团股份时刻关注重点客户的运营发

展趋势，已帮助西门子能源等跨国公

司畅通资金链、供应链等，为区域发展

注入动力。此次西门子能源有限公司

在设立仅半年时间里完成巨额增资，

将进一步带动区域总部经济发展，充

分凸显外高桥保税区总部经济培育的

韧劲和优势。

提振消费 信心
强力释放消费 需求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 报 记 者 许素菲

从凤凰自行车、英雄钢笔到C919大

型客机、长征六号火箭……这些品牌既是

“上海制造”的品质象征，也是不同时代上

海这座城市的名片。日前，“上海制造佳

品汇”正式启幕，活动以“设计赋能产业

品牌引领消费”为主题，打出“上海制造

666”口号，重点推进轻工、纺织、食品、智

能硬件“1000+”名品促销，擦亮“上海制

造”品牌。

在上海“五五购物节”即将进入尾声之

际，“上海制造佳品汇”的举办将再掀“上海

制造”消费高潮，助力“五五购物节”。

“上海制造”遇上“上海购物”

轻工业一直是“上海制造”的优势所

在，日用品、工艺品、文创产品、美妆护肤、

食品等品类中，都有上海闻名遐迩的产品

和品牌。“上海制造佳品汇”开幕之初，专

门打造了一个“上海制造会客厅”，区别于

传统的以产品品类分隔展会，现场别具心

裁地把 1000多件“上海制造”产品融入上

海新式客厅、上海新式衣帽间、上海新式

灶披间、上海新式卧室、上海新式阳台五

大家庭板块，让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上海

制造的魅力，一边逛会客厅，一边还能在

手机上“买买买”。

得物、美团点评、爱库存、VIDEO++
四大平台还在现场了设置主题直播间，根

据场景及平台特色进行融合打造，展示上

海制造产品的实际使用场景。

据悉，“上海制造佳品汇”于 6月至 7
月开展；活动期间，将举行化妆品、纺织服

装、食品和设计新品四大板块活动，上海

本地消费品生产企业将开展超过150场重

点活动，包括新品发布、爆款折扣、千品特

惠，形成线下体验展示、线上发售联动模

式，力争再次形成10亿能级“上海制造”品

牌消费新高潮。

上海互联网平台全力导流

“上海制造佳品汇”开幕当天，爱库存、

拼多多、小红书、美团点评、VIDEO++、得

物等六家企业与上海日化协会、上海纺织协

会、上海轻工协会和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

心、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中国工业设计

研究院进行了“6+6”平台合作联盟签约仪

式，以帮助更多企业高效拓展线上布局，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

“爱库存非常愿意发挥平台作用提升

‘上海制造’品牌的影响力。在‘上海制造

佳品汇’活动中，爱库存将统筹平台、社群

核心资源与超 180万店主资源，助力上海

品牌消费。”浦东新电商平台爱库存副总

裁谢涛表示。据悉，配合此次活动，爱库

存平台推出“上海佳品日”专区，精选凤

凰、奔腾、三枪、劲霸等“上海制造”品牌，

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上海佳品。

拼多多、小红书、得物等平台，也通过

投入资金扶持和营销资源，为这些“上海

品牌”的代表产品提供一个集中展示、渠

道延伸、智能升级的平台，帮助“上海制

造”品牌全面对接内需新市场，引领产业

向高端制造和数字化运营的方向转型。

“618”重现跨境电商热潮

增资38亿元
西门子能源加码外高桥

围绕六大硬核产业

“科普嘞”开讲
5月新能源汽车
销量8.2万辆

诺基亚、博通
合作开发半导体技术

上海电气、上海移动携手
推进5G智能制造落地

上海海关安排业务骨干入驻企业仓库，保障商品快速送到消费者手中。□上海海关 供图

“科普嘞”首次课堂昨日开讲。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