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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 2.
0版“菜篮子”
<=>?@0AB
不久前，高安菜市场一批经营
户被清退的消息让周边居民惴惴不
安：菜场要关门？那以后去哪里买
菜？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日前走访市
场管理方新徐汇集团。集团下属武
康市场管理公司负责人凌建平透
露，清退商户并非要关闭菜场，而
是对菜市场进行改造和转型，这是
国有企业提升管理能级的举措，更
是城市业态更新的亮点。5月底，
一
个集蔬果、肉类、海鲜、干货品类的
2.
0版标准化菜市场将重装亮相。
便捷、
快速的互联网经济飞速发
展之时，
也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不小
的冲击，
与居民菜篮子息息相关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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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社区
市场也因生鲜电子商务平台的崛起
居民，项目小组在前期对菜市场周
而面临转型。位于肇嘉浜路 73
0号
的高安菜市场，
自开办已经营数年， 边区域环境和消费人群进行调研，
制定详细的改造方案，并多次与区
期间也曾进行装修改造，但商品品
商务委、天平街道等上级部门进行
类单调、销售价格较高、经营模式老
沟通，听取他们对改造方案的建议
化等现象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和意见，不断优化项目方案。
藉去年开展的徐汇区衡复历史
5月底，以新徐汇集团自有品
文化风貌区综合整治之机，新徐汇
牌“尚上鲜”和
“康品汇”
联合命名的
集团下属武康市场管理公司对高安
菜市场地下一层的迪亚天天超市和 “尚上鲜·康品汇”生鲜超市将以全
新的面貌开张迎客。凌建平告诉记
一层的二十余家经营户进行了集中
者，新市场可以称为 2
.
0版标准化
清退。在多番考察调研后，
最终选择
菜市场，
对菜市场的购物环境、食品
了在生鲜超市领域富有经验的“康
的质量安全、
商品的销售价格、经营
品汇”
作为合作伙伴，
共同成立合资
平台实施高安菜市场的整体改造。 者的诚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服

务社区居民的传统菜市场能级也将
进一步的提升。
据了解，凭借蔬菜合作社和种
植基地的供应渠道，生鲜超市销售
的绿叶菜品类将达到三十余种，并
将适时开展不同品类的促销活动，
确保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平价
菜。
除此之外，时令瓜果、
品牌肉类、
活鱼海鲜、有机蔬果、云南特产、南
北干货、手工丸子、调味品等品类都
将在不同区域一一展示。
“考虑到周
边居民对早餐的需求，我们还引进
了
‘沈大成’
进驻市场。”
市场相关负
责人介绍，超市内所有商品售价由
后台统一调控，实现电子价签全面

覆盖；二维码追溯系统也将应用到
绝大多数商品，产地、配送、零售等
信息形成完整追溯链条，实现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让消费
者真正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另据市场管理方透露，
“ 尚上
鲜·康品汇”生鲜超市结合即将到来
的端午节、儿童节，将在开业期间举
办各类促销活动，届时全场肉品、蔬
菜、水果等均有会员折扣，南汇
842
4、海南妃子笑等 1
5款时令水果
特价销售，崇明乳鸽、奶酪包、酸奶
等 APP拼团，乳制品 1公里最优价
格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
记者 /01

长途客运南站开售端午车票
KL+ ,-. '(M五一小
长假刚结束，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又
开启迎端午小长假模式。5月 12日，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调整预售期，可
预售 5月 30日（含）以前所有南站
始发车票。长途南站 2
4小时购票渠
道为：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官方微
信 公 众 号 、APP； 官 方 网 售 平 台
（www.
c
t
n
z
.
n
e
t
）率先从 1
2日的零时
开售端午车票。
今年端午假期正逢高考、中考
迎考，且受小客车高速公路不免费
通行等因素影响，长途南站预计端
午假期 4天发送 8万人次。
据客流分析，端午小长假的特
点主要以旅游团聚为主，长途南站
将准备充足运力，对杭州、普陀、西
塘、
乌镇、
启东、
海门、南通、盐城、
黄

5月 12日，由徐家汇街
道党工委、上海奶奶爱心俱
乐部举办的上海奶奶沈翠英
爱心猕猴桃树认领分享会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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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汶川大地震九周年特
别活动在街道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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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
“ 凌云 -梅园杯”
航空科普活动在梅园中学顺利
举行。本届活动主题为
“筑飞翔之
梦 启航空之旅”，由徐汇区教育
局、
凌云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航宇
科普中心主办，
上海市梅园中学、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
全区共有 1
7所小学、16所
中学，共 3
3所学校、39
1人次参
加各项活动。据悉，
“凌云 -梅园
杯”活动至今已经举办至第十

山等方向采取公交化发班措施。
据介绍，
“长途南站旅游服务中
心”将在端午期间推出各类优惠活
动。中心位于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售
票大厅内（石龙路 666号），免费提
供上海市及周边城市旅游交通指
南、旅游服务咨询、市内旅游宣传
册、市内旅游地图等。
另外，上海交运巴士“黑金刚”
沪杭快线携超高性价比再度来袭，
空间配置和舒适程度全新升级，单
程票仅售 115元，还能享受专属贵
宾候车礼遇，旅客候车时可享受免
费茶水饮料、收看电视、VI
P通道等
优质服务。
70岁以上老人等需要照顾的
旅客可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至长途南
站的“阳光岛”服务台购买车票。

届，正值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
C919大客机首飞成功，今年的杯
赛与往届有所不同，以航空特色
活动为主线，开展航空绘画、静
态模型、模拟飞行、橡筋动力飞
行四大版块的比赛活动，让青少
年在动手动脑中体验科技创新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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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举办
“5
·12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 ,-. '(M5月 1
2日
是我国第九个“防灾减灾日”。当
天，区应急办、区人防办和虹梅街道
等单位联合开展了“减轻社区灾害
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力”主题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徐汇区民防、地震、
气象、供电、救助、街道武装部、红

十字会、社区管理、卫生服务等部
门从防灾减灾各方面向社区居民
进行了宣传，还为社区居民展示了
民防应急指挥车、社区民防应急箱
等救灾应急设施，演示心肺复苏等
救护技能，提升居民自救能力。
据介绍，虹梅街道一直以来都
非常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在减灾工

作制度建设、
预案制定和演练、减灾
设施和避难场所建设、减灾宣传教
育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今年，
虹梅街道还申报了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的创建工作。
当天，虹梅街道还在居民区组
织了居民消防逃生、灭火应急演
练。

首届光启心脑血管病康复论坛举行
)*+ ,-. /012日
前，参加首届光启心脑血管病康复
论坛的医技人员专家学者，汇聚徐
汇区中心医院，研讨这一危害人类
生命的头号杀手的治疗对策。
由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
专委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

汇医院主办的这个论坛，邀请了国
内外心脏、神经、
言语康复等领域知
名的专家，就脑血管病康复、
冠心病
康复、疼痛治疗与研究进行主题演
讲交流，并专设吞咽障碍治疗工作
坊。论坛围绕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
新技术、新理论，重点聚焦脑血管

病、
冠心病的康复与治疗、疼痛治疗
等主题，为国内从事康复临床与基
础研究的同仁、基层康复机构的同
行提供一个应用与交流的平台，以
期推动国内心脑血管病康复新技术
的推广，促进其在基础、
临床研究与
应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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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鲍炳章认为，201
6年，
双方在载体建设、
产业布局、双创平
台重点项目示范效应等方面的战略
合作，都取得了实效，使漕开发东区
的内涵、功能在提升，含金量越来越
高，并成为徐汇区对外交流的一个
亮点。
鲍炳章表示，持续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充分发挥科研资源密集的
优势，着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着力
发展新兴产业，徐汇对标一流，下了

狠心全面推进，
“没有退路”
。为此，
今年，徐汇将会一如既往与仪电集
团加强沟通、紧密合作；
区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与仪电集团全面对接，把
工作做细，把每件事情落实好，
力争
合作项目做出特点、
做出品质。
仪电集团相关领导和区委办、
区府办、区发改委、区商务委、区建
交委、
区科委、区财政局、区规土局、
汇成集团主要负责人，虹梅街道党
政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