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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线上线下完全一体化会员店——

盒马首家X会员店落户浦东

9月18日，由浦东新区总工会主办，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

和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 2020上海国际医

学园区医学科技劳动竞赛正式开赛。浦东新区总工会基层工

作部部长王卓菁出席活动。来自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数十名

职工和学生参加竞赛。

今年是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举办医学科技劳动竞赛的

第四年，此次竞赛在原有的“病理切片”和“细胞形态学看片”两

个项目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主题为“甲状腺癌分子检测的临床

意义”的线上竞赛。通过互联网，推进线上线下互动与沟通，并

将线上参赛范围扩大至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推进行业交流，扩

大赛事影响力。此次竞赛还开设了赛前专业培训和专家讲座，

由业内专家为参赛选手作赛前辅导，增进选手之间技能交流学

习，提升竞赛质量。

业内专业评委对各个项目的参赛选手从理论、操作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分。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来自南京金域医学检验

所有限公司的孟鼎雅，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的杨柳

柳、马纯燕分别荣获“甲状腺癌分子检测的临床意义”“病理切

片”和“细胞形态学看片”项目一等奖。

（拉风）

线上线下齐上阵 提升竞赛质量
——2020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医学科技劳动竞赛举行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空白又一次被打破了！

昨日，盒马宣布，其第一家X会员店将

于10月1日正式营业。该首店位于浦东森

兰商都B1层，占地面积达1.8万平方米，门

店采用仓储式货架，线上线下一体化运

营。据悉，这是引领“新零售2.0时代”的盒

马在沪的又一力作，也是全球仓储式会员

制“赛道”里的首个中国品牌。

今年 6月，盒马CEO侯毅公开表达，

将在上海开出首个X会员店。面对山姆会

员店和开市客这两家美国会员制商超近期

在中国动作频频的局面，盒马此举具有标

志性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继 8月

份首创“网订柜取”新模式的盒小马宣布开

出60家门店的目标后，盒马在上海的又一

重大战略布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促使各行

各业都在加速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进程。侯

毅说，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创新，在真正意义

上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未来的零售

行业必须投入在线新经济时代。

盒马全国标品采销总经理赵家钰介

绍，和这个“赛道”里的其他国际巨头相比，

盒马更了解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更有本地

特色，盒马X会员店将围绕“吃”这个场景

建构商品品类。

在开市客第二家门店预计于明年落户

浦东的背景下，有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市

场却没有线上业务，将是开市客最大掣肘，

盒马或将成为其最值得警惕、甚至是未来

最大的竞争对手。据悉，盒马X会员店是

全球首个线上线下完全一体化的会员店，

线上试运营在今日开启。

事实上，这并非“盒马X会员”与上海

首次结缘。早在2018年，盒马就开始在上

海率先试水“盒马X会员”计划，并于去年

推向全国其他城市。不仅如此，上海高效

友好的营商环境有力助推了盒马发展壮

大，盒马所有的创新业态都是在上海率先

推出，成熟后向全国复制的。在此过程中，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浦东，为盒马提供了

成长沃土，同时也成为盒马总部落户地。

2016年全球首个“新零售”样本盒马

鲜生门店在浦东金桥诞生前，曾经历了“落

地难”问题。当时，这种融合了餐饮、超市

和网络订餐的新业态该如何办证、如何监

管成了难题。为帮助企业解决准入和监管

问题，浦东率先试点将餐饮和食品流通证

“两证合一”，为盒马发放了“准生证”。

盒马不断成长，已拥有盒马鲜生、盒马

mini、盒小马、盒马菜市、购物中心等多种

业态，改变了许多中国消费者的生活方

式。位于“浦东最美生鲜市集”LCMart的
盒马菜市，蔬果、肉类都以散装形式出售，

让消费者拥有挑挑拣拣的乐趣；昌里路、川

沙路上的盒马mini相比标准门店更具烟

火气，带给社区消费者新鲜、足量、实惠的

盒区生活；位于地铁 2号线陆家嘴站附近

的盒小马正在实施中，“手机点餐10秒钟，

每天多睡10分钟”的生活已经不远。

今年 4月，盒马产业基地在航头镇正

式动工，这将是盒马在上海的“新基

石”——集全自动立库、自动存储输送、分

拣加工为一体的加工配送中心，预计两年

之后投产使用，年营收超100亿元，服务于

上海各大盒马门店。

近年来，大量浦东特色农产品也通过

盒马的线上线下进入“盒区房”。以上海人

熟知的浦东南汇8424西瓜为例，去年的整

体销售量，盒马占比 50%以上，成为南汇

8424最大的销售渠道，并销售到了外省市。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最近几天，位于杨南路上南路路

口的灵杨农贸市场热闹得好像过节，

数十顶白色小尖顶帐篷环绕市场，来

自上海对口帮扶地区云南、贵州遵义、

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等地

的品牌农产品摆放得琳琅满目，吸引

消费者争相选购。

这是“放心买，用心帮”上海对口

帮扶地区品牌农产品巡回展销活动首

次来到浦东，借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团

战”，帮助对口帮扶地区的品牌农产品

和上海本地优质农产品扩大销路。

原生态农产品走进浦东

云南砚山“我走鲜”高原精品小

黄瓜、小番茄，亦蔬亦果，新鲜好吃；

贵州遵义的赤水“黔老翁”晒醋，采用

传统古法工艺和中草药配方，醇厚绵

香；新疆喀什的“闽龙达”“丝露果香”

核桃，果肉饱满有型，口感醇香酥脆；

西藏日喀则的“藏日”青稞挂面、粥

米，原料产自海拔 4000 米以上的世

界青稞之乡——江孜县，升糖指数值

低、营养价值高……现场，各地特色

品牌农产品让人挑花了眼。

青海果洛的“天域雪珍”牦牛肉摊

位前，新鲜出炉的烤牛排香气四溢。

工作人员介绍，所用牦牛生长在三江

源头核心保护区域，口感浓郁，营养价

值很高。展销会上，原价 68元 1件的

牛肉优惠至58元2件。

四川甘孜州雪森美好食品有限公

司的摊位上，核桃油、花椒油等产品一

字摆开，每每有消费者驻足，负责人陈

淑华总是一遍遍热情介绍核桃油的营

养价值。这一次，团队专程从四川来

到浦东，带来83瓶核桃油，还有“买一

送一”的折扣优惠。

陈淑华告诉记者，活动首日成交

5单，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笔都意味

着一个家庭有机会品尝到核桃油。核

桃油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展销会是扩

大知晓度的上佳平台。据悉，核桃油

富含营养元素，对生长发育期的婴儿

尤其有益，因此陈淑华也在积极寻找

月子中心等渠道，希望建立更加稳固

的销售关系。

菜场助力扶贫工作

如何帮助特色农产品尽快打开销

路？举办地灵杨农贸市场也在出力。

展销会前 3天，灵杨市场联动多家蔬

菜、水果、肉类摊位集中开展优惠活

动，并在醒目位置张贴优惠信息，以吸

引更多居民前来，进而为展销会引流。

市场里高人气的自产自销摊位

上，上海青、土豆原价 5元/500克、2.5
元-3 元/500 克，特惠价分别为 2 元/
500克、1.5元/500克。一家水果摊位

前，促销价目单贴得满满当当：砀山梨

1.98 元/500 克、黄岩蜜桔 4.8 元/500
克、软籽石榴 6.8元/500克，统统低于

平日售价。菜价本就低于市场价的平

价菜专柜，也加入让利惠民队伍。灵

杨农贸市场总经理王良贵介绍，该市

场是三林地区最大的菜场，本地客

流充足。展销会带来特色农产品，能

丰富市场商品品类，是双赢的好事情。

实际上，除了为期 10 天的展销

会，灵杨农贸市场内部还设有一个长

期营业的消费扶贫上海遵义专柜，笋

肉丰腴的方竹笋、地道的腊肉腊香肠、

特产绥阳手工空心面等都是专柜热门

商品。

品牌农产品走通市场化渠道

品牌农产品走通市场化渠道，并

非一朝一夕之功，除了要有过硬的品

质、合适的价格、专业的运营外，还需

要有充分的推广。

“放心买，用心帮”上海对口帮扶

地区品牌农产品巡回展销活动搭建宣

传阵地，通过深入上海各区的社区商

圈，坚持走扶贫农产品市场化、品牌化

之路，提升贫困地区商品化水平和质

量，形成造血机制，为扶贫商品市场化

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今年“五五购物节”期间，消费扶

贫上海遵义专柜也首次进入上海大卖

场渠道，首批精选40余款遵义扶贫商

品，在大润发5个主力卖场杨浦店、闸

北店、大宁店、泗泾店和康桥店销售。

此外，还建设了“消费扶贫上海遵义专

柜”，分别位于浦东双季市场、长宁龙

安菜场、奉浦大桥大嘴生鲜菜场、浦东

灵杨菜场及曹安公路上海遵义馆。

本报讯（记者 陈烁）9月 21日，洋山

港海事局联合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开展

水上无线电秩序管理整治行动，对辖区船

舶无线电设备以及附近水域电磁环境进

行监测。整治中，洋山港海事局自主研发

的船舶无线电功率检测仪发挥了积极作

用。

一直以来，船舶非法使用大功率无线

电设备、严重扰乱水上无线电通信秩序是

一个顽疾。但是，由于船舶流动性大，检测

缺乏有效手段，非法使用大功率无线电成

了监管的“老大难”。对此，洋山港海事局

工作人员积极开发了一款便于高效执法的

检测设备。据介绍，这是海事首款自主研

发的船舶无线电功率监测仪，能快速测量

船舶无线电设备的输出功率，填补了现场

执法缺乏检测手段的空白，为海事部门高

效执法提供了支持。在本次与专业监测机

构的联合行动中，该款检测仪的检测能力

得到进一步验证，测量数据与专业设备相

比仅差0.2W。

据悉，自6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水

上无线电秩序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洋

山港海事局充分运用船舶无线电功率检测

仪，开展检查 47艘次，发现非法使用大功

率无线电设备船舶13艘，有力打击了船舶

违规配备大功率无线设备的行为。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外高桥集团股

份日前发布消息，其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

限公司旗下上海外联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已与中船外高桥邮轮供应链（上海）有限公

司成功中标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H1508船预制阳台 ex-work标段，为双方

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去年以来，外高桥集团下属营运中心

公司会同外联发商务咨询公司，与中船邮

轮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团队加强沟通，围

绕邮轮制造贸易物流关键环节展开会商。

三方工作小组多次赴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洽谈，完善项目解决方案，最终赢得了

H1508船预制阳台 ex-work标段。据悉，

外高桥营运中心将为该项目提供从海外订

舱及储运、国内进口报关理货、运输、保税

仓储、外发加工、运送到船厂的全程贸易物

流服务。

此外，营运中心公司等方面正与海关、

商务委等职能部门沟通，推动贸易物流便

利化政策落地，并为邮轮供应链服务保障

提供支持。三方工作小组已启动申报国家

级外贸转型创新示范基地（邮轮制造），为

创新引领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菜场助力扶贫

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农产品聚浦东

洋山海事自主研发船舶无线电功率检测仪
查获多起违规配备大功率无线设备案件

外高桥营运中心中标新项目
国家级创新示范基地申报启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9月28日

至 10月 4日，2020上海浦东国际汽车

展览会将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将集中展示汽车行业的最新创新

技术与成果。

据悉，本届车展被列为商务部举

办的 2020全国“消费促进月”上海重

点活动，上海市将推出多项促进汽车

消费政策，车展组委会也将联合多家

品牌推出“汽车后备箱经济”等活动。

展会期间，汽车经销商、浦东各大商圈

联动推出庆双节购物活动。

此外，主办方还将组织公益活动，

如儿童安全驾驶培训，将有针对性地

提高儿童交通安全意识；儿童汽车科

技文化之旅暨日产筑梦课堂活动，旨

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

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收获亲身实践汽

车设计所带来的乐趣。

为了让观众直接试驾爆款车型、

主流车型，体验现代科技赋予的更加

安全智能的驾驶乐趣，本届车展设立

室外试乘试驾体验区，将有众多汽车

品牌参与。

浦东车展下周开幕
打造汽车“嘉年华”

位于森兰商都B1层的盒马X会员店，即将在国庆节亮相。 □盒马供图

来自四川甘孜州的核桃油吸引了阿婆的注意。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