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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带火“高温经济”
空调电扇热销 冷饮成商家新战场 网约车生意火爆

通过前几期的介绍，我们知道孤独

症（ASD）的表现，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

ASD的表现呢？简单总结是“五不”：1.不
（少）看：指目光接触异常，特别表现为对

视的缺乏。2.不（少）应：包括叫名反应和

共同注意。对家人的唤名声表现充耳不

闻，这是ASD幼儿早期特异性表现之一；

共同注意缺乏表现在幼儿缺乏借助手指

指向、眼神等与他人共同关注某一事

物。3.不（少）指：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以

表达需要。如不会通过点头、摇头、有目

的的指向、手势比划等表达自己的需

要。4.不（少）语：多数ASD患儿存在语

言发育延迟。5.不当：指不恰当的物品使

用及相关的感知觉异常。包括执迷于灯

光、转圈圈等；12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偏爱

转轮子、反复开关、小汽车排成一排等；

怪异难懂、重复或无意义的言语表达。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表现符合以上1条

甚至多条，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筛查

评估。2岁或2岁前的诊断是可靠的。千

万不要觉得是性格因素而忽视幼童的异

常表现，延误了孩子的干预时机。

评估前的准备工作：

1.ASD筛查评估项目较为详细，涉

及到孩子日常表现细节。与孩子相处最

多的照顾者能够陪同前往最佳。

2.ASD评估有心理测量师与幼童互

动的过程，确保评估时孩子身体健康，无

发热、疼痛等。

郭意群，硕士，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

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擅长儿童

孤独症、多动症等心理评估与筛查；对于

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治疗与家长指导有

一定的造诣。

儿童门诊时间：
每周一13：00-16：30

每周三8：00-11：00；13：00-16：30

每周六8：00-11：00

康复训练时间：
周 一 至 周 六 8：00-11：00；13：

00-16：30（需提前预约）

电话：18917815113（微信同号）

电子邮箱：guoyiqun2016@sina.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心

公众号ID：pnjhospital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拱乐

路2759号

公交路线：乘惠南2路、惠南3路、惠

南4路、惠南5路、惠南6路、惠南8路、南

园 1 路、浦东 51 路、浦东 55 路、浦东 57

路、浦东59路、浦东74路、1070路、航大

专线、惠芦专线、大泥专线，到“拱乐路大

川公路（民乐大居）”站下车。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你成长，我陪伴”科普系列之七

孤独症的筛查与评估

■本 报 记 者 须双双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伴随着气温持

续升高，冷饮、水果热销，空调、冰箱、电风

扇成为消暑必备家电，除了购“清凉”，游泳

馆、健身房里的人变得多起来，网约车、外

卖订单也不断暴涨……连日来，涵盖衣食

住行的“高温经济”走俏。

清凉消费

“制冷”家电
线上线下热销

位于浦东大道上的永乐生活电器德平

店，空调、电扇等应季家电被摆到了显眼的

位置。“最近几天，空调、电扇都卖得很不

错。”店长许玮丽说。

卖场里，一位正在选购空调的消费者

表示：“这几天温度太高，实在吃不消，因为

家里的空调比较老旧了，制冷效果不好，今

天特地来换新。”

专柜人员介绍，7月以来，来店里选购

制冷家电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家庭购买一

般会选1匹、大1匹的品牌机型，尤其今年，

主打健康功能的空调成为主流。除了空调

外，空调扇、电扇等售价几百元的产品也很

受欢迎。

相比实体店，冷家电在线上的销售更

加火爆，各大电商平台、品牌纷纷推出优惠

促销活动，如苏宁易购推出的空调清凉节、

下单返券、送清洗服务；京东推出的空调换

新专属福利，支持一口价以旧换新。此外，

冰箱、电扇等也成为搜索热词。

数据显示，网购制冷家电成为不少消

费者的选择。记者登录某一知名品牌电器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看到，多款空调机型本

月销售量已经过万，旗下推出的智能语音

儿童空调也有多笔成交。

此外，迷你空调扇、便携电扇、挂脖式

小电扇等消暑小家电产品也在线上走红，

销量可观。

出行选择

网约车成短途
“代步”佳选

昨日上午，轨交16号线周浦东地铁站

2号口附近，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刚送一名

乘客到达，就又接到了一笔新的订单，从地

铁站出发，前往几公里外的一个园区。“最

近几天天气热，打车的人特别多，我从早上

7点开始跑，一个上午，已经接了30多单。”

陈师傅说。打车的人流量增多，其中打“短

途车”的乘客占了大多数。

入夏以来，在张江上班的季女士常常

选择以网约车代步“最后一公里”，“平时从

地铁站步行到公司需要十多分钟，但这几

天实在太热了。”季女士说，选择网约车的

原因还在于等待时间短，而且价格也很实

惠。如果错开上下班高峰时间段，通过网

约车平台打车，领取活动补贴、优惠券后，

打一趟车仅需10元不到。

随着网约车的普及，各项服务、功能也

日趋完善。7月 27日，滴滴宣布升级App，
快车、优享、礼橙专车、豪华车等网约车和

出租车统一聚合至“打车”入口，各品类价

格展示更加透明、方便比价，让用户选择合

适的出行服务，更快出发。

夏季多雷雨天气，7月27日，高德打车

宣布上线“共享雨伞”，乘客雨天乘坐放置

共享雨伞的网约车时，可免费借用。下次

乘坐同一平台网约车时归还共享雨伞，以

便其他乘客继续使用。据悉，这是高德打

车联合中国天气网、微公益共同发起的公

益计划，首批在十个城市的1000辆网约车

中投放，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苏州、

广州、深圳、重庆、长沙以及武汉。

冷饮市场

产品选择更多
价格高低不同

气温升高，冰淇淋也成了商家们的“新

战场”。

打开盒马App，进入“冰淇淋、雪糕”分

类，各类品种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既有消

费者记忆中的味道，如光明棒冰、东北大板

冰棍等；也有行业头部品牌八喜、和路雪等

带来新口味，如0蔗糖冰淇淋、杨枝甘露冰

淇淋等；还有与“网红”冰淇淋品牌的联名

新品，如盒马×泰蓝芝士牛油果、盒马×钟薛

高酸奶车厘子雪糕等。记者了解到，盒马

今年共上架超过100款冰淇淋，4月上新季

期间，有超过30款为盒马首发或独家销售。

实际上，伴随着冰淇淋花样越来越多，

还有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冰淇淋价格也越

来越高。记者对比发现，在盒马App内，10
元/根左右的中高端冰淇淋已成为主流，部

分进口品类单价接近20元。

在很多便利店内，新奇特的冰淇淋层

出不穷，价格也走向中高端。记者在秀沿

路上一家全家便利店看到，德氏黑啤酒黑

麦冰淇淋售价 5.8元/根，钟薛高丝绒可可

冰淇淋售价 18元/根，其余售价在该区间

内均匀分布。

有业内人士认为，冰淇淋的主要功能

正从原来的“消暑”向“休闲食品”转变，消

费者也更注重产品的口味、质量、包装、选

材用料，在一系列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冰

淇淋价格也水涨船高。不过，中高端冰淇

淋并未成为冰品市场的主体，据中研产业

研究院发布的“十四五”冰淇淋行业市场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低于 2元的品种占比

仍达64%。

购物中心

夜间主题活动
成商业标配

白天燥热难耐，晚风习习的夜晚因此

成为“高温”催生出的又一个热门消费场

景。

上周六，九六广场标志性的下沉式剧

院广场变成“夜光游乐场”，灯光互动装置、

双人打击乐、夜光魔术、夜光芭蕾、夜光轮

滑、夜光尊巴等齐上阵，全场飘扬着欢声笑

语。同一时间，陆家嘴中心L+Mall的首届

夏日狂欢节迎来第二个周末，现场乐队用

活力四射的演出带领观众回顾中国摇滚黄

金30年，夏夜热情一直延续至深夜。在此

前一晚，陆家嘴中心L+Mall的穹顶花园露

台上，还举办了一场瑜伽派对，经历了一周

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在浦东璀璨夜景下，释

放自我。

一家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夜间经济”成

为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刺激消费复苏的重

要抓手。

随着出梅入伏，夜间消费氛围进一步

攀升，夜间消费“菜单”也愈加丰富。奕欧

来奥特莱斯、金桥国际商业广场、九六广场

等先后推出露天电影，提供新方式让消费

者尽情享受美好夏夜。LCM的特色市集

“彩虹嗨市”进入第二季，升级为“彩虹嗨

岛”，琳琅满目的小摊位占据着200多米长

的“L”型外广场，还有游泳池、椰树、草坪

沙滩等元素。当“炎热夏日”遇见“夜间经

济”，活力与魅力展露无限。

本报讯（记者 陈烁）日前，上海市

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发布“2020年拟认

定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公示”，

港城集团旗下临港海洋高新园区企业彩

虹鱼榜上有名。

“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企业”是上

海科技创新工作的主力军，在全市乃至全

国企业专利申请、实施和管理等方面均发

挥着良好的“头雁效应”。该评选每年只能

申报一次，2020年有500余家企业申报，公

示的名单中只有97家通过。

彩虹鱼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创新引领

发展，积极开拓优化专利布局，专利工作硕

果累累。截至目前，围绕海洋环境监测检

测、数据采集、数据应用、海洋大数据信息平

台等四大核心领域，彩虹鱼已累计申请专利

5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33件，已授权专利30
件，其中发明专利14件，均已在浦东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备案。其中，最快获得授权的发

明专利只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根据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网

站最新信息公示，浦东生物医药企业多款

创新药的上市申请被纳入拟优先审评品种

名单，包括和黄医药的MET抑制剂沃利替

尼、君实生物的PD-1抗体特瑞普利单抗等。

优先审评是国家药监局为鼓励研究和

创制具有明确临床价值的潜在新药、临床

急需的药品或疫苗、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

见疾病等疾病的药品，以及儿童用药新品

种或剂型等而制定。

记者从和黄医药了解到，被中国国家

药监局纳入上市申请优先审评，是其一款

名为沃利替尼的新药，用于治疗间非小细

胞肺癌。这是沃利替尼在全球范围内的首

个新药上市申请，也是中国首个选择性

MET抑制剂新药上市申请。

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超过 77.4 万

例，占全球肺癌新增病例的 37%，大约

80%-85%的肺癌属于非小细胞肺癌。记

者了解到，沃利替尼是一种强效、高选择性

的口服小分子MET抑制剂。迄今为止，沃

利替尼已在全球范围内逾 1000名患者中

开展研究。临床试验显示，沃利替尼在多

种MET基因异常的肿瘤中均表现出了良

好的临床疗效，并且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

特征。

特瑞普利单抗是君实生物自主研发的

PD-1单抗，已于 2018年底在中国获批上

市，用于治疗既往标准治疗失败后的局部

进展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是君实生物首个

商业化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君实生物分

别向药监局提交了特瑞普利单抗的两个新

适应症上市申请：一个是治疗既往接受过

二线及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性

鼻咽癌患者；另一个是治疗既往接受过治

疗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

最新数据显示，张江已诞生了全国

15%的原创新药和 10%的创新医疗器械，

聚集了 6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30余家大

型制药企业、40余家专业服务机构、150多

家各类研发机构。张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药谷”。

此次纳入拟优先审评的“创新药”理由

均为“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且大部分

为抗癌药。厚积薄发的浦东生物医药产业

将陆续迎来重磅创新药物上市潮。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闪马智能

日前宣布，其已获得近亿元 Pre-A 战

略轮融资。领投方为香港新世界集团

旗下六脉资本，天使轮股东线性资本、

红点中国、沛华资本继续增持。此次

融资后，闪马智能将协同战略合作方

深入行业解决方案、丰富产品形态、加

强技术的创新研发、全面扩大市场覆

盖率、推进生态圈建设。

谈及为何选择投资闪马智能，香港

新世界集团旗下六脉资本管理合伙人郑

志亮表示：“目前，国家大力提倡新基建，

人工智能行业借助新基建布局将会有更

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将迎合国家发展

方向，大力支持人工智能行业，而闪马智

能是我们最看好的一家。”

闪马智能在去年就已经形成了面向

智慧交通、客流管理、城市环境治理、岗

位规范管理、互联网内容在内的 5项业

务场景。截至目前，闪马智能的 5条产

品线已经成功在全国近 200个市、区落

地使用。其中，智慧交通产品遍布全国

100多地市；城市治理产品广泛部署在

上海和浙江两地；岗位管理系统已运用

于上海全市公安系统多个部门；内容审

核产品用于全国多地网信办。

市民在超市挑选冷饮产品。 □实习生 刘宇杰 摄

浦东多款新药上市申请被纳入优先审评

彩虹鱼入选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闪马智能获
近亿元Pre-A轮融资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经过百

轮竞价，浦东新区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

区Z000801单元 54-01地块被陆家嘴集

团以 49.11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 5.72
万元/平方米，溢价率为34.58%。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Z000801
单元54-01地块位于前滩华二东侧，东至

耀龙路，南至春眺路，西至晴雪路，北至

高青西路，规划为教育、办公和普通商品

房用地，出让面积25782.3平方米，容积率

3.33，建筑面积 85855平方米，起价 36.49
亿元，起始楼面价4.25万元/平方米。

据了解，该地块对办公楼引入行业

进行了引导规划，竞得者需引进至少一

家经浦东新区认定的总部型企业入驻，

税收落地浦东；根据前滩地区总体功能

布局，该办公设施须引入金融、服务及高

端制造类为主导的总部型企业。

此外，地块还需配建幼儿园，用地面

积不小于0.5公顷，建筑面积不小于0.5万
平方米（计容），且满足以下要求：建议10
班，具体规模在项目阶段以教育局部门核

定为准。幼儿园项目须在交付土地后3个
月内开工，1年内竣工。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浦东泛娱

乐产业生态欣欣向荣，为企业发展带来

更多机遇。昨日，捌斤科技在战略发布

会上宣布，今后将立足浦东打造泛娱乐

平台，并与多家高校、教育机构携手，推

进产教融合，为游戏产业孵化更多专业

人才。发布会上，捌斤科技与合作方

DeNA一起发布了全新手游产品《食戟

之灵-梦幻料理》。

捌斤科技CEO杨阳表示，公司将基

于现有产业布局，打造泛娱乐产业服务

平台，为泛娱乐产业上下游的各类企

业、机构以及从业证员提供专业性、一

站式服务。

同时，公司在稳步发展现有游戏研

发、美术外包、电竞赛事等业务的基础

上，将深入与各专业院校的校企合作。

发布会上，捌斤科技与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上海电影艺术学院以及中智国际

培训进行了产教融合及人才基地签约

仪式，各方将共同为游戏产业的健康发

展以及行业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捌斤科技注册于浦东，是一家集游

戏研发发行、游戏美术外包、电竞赛事

承办及栏目包装、艺术职业教育、泛娱

人力资源服务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游戏研发、电子

竞技、教育培训、人才服务、IP孵化等纵

向领域进行探索。

捌斤科技打造泛娱乐平台

陆家嘴集团49亿元摘得前滩地块
楼板价5.72万元 为教育办公和商品房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