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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五五购物节”上海市消保委公众号改版升级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五五购物节”期间，“上海市消保

委”微信公众号全新上线，助力“五五购

物节”。

“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将开设

了主题专栏。发布购物节最新活动信

息，开展相关视频号直播和微信推送，介

绍上海好产品，设置“我为 2021上海特

色伴手礼点赞”专区，组织消费者参与

“四大品牌”代表企业的消费体验。

作为改版升级后的首个大型活动，

“五五购物节”期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汽车专业办公室和上海市

汽车销售行业协会联手开展“你买车我

护航”汽车消费服务活动。市消保委汽

车办将在购物节期间向购车消费者发

放 5000张“助力五五购物节，你买车我

护航”消费保障卡。消费者可微信扫码

关注“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注册

登记相关信息, 如遇消费纠纷，享受投

诉绿色通道和全程专家支持。

上海市消保委与澎湃新闻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消保

委”由澎湃新闻全方位“融入式”支持运

营，双方还将展开内容深度合作，包括共

建消费投诉平台，联手“消费评测”等。

此次“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公众号

改版，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栏目设置

紧跟社会热点，互动体验直击消费者

“痒点”和“痛点”。

“每日一案”：用真实案例，手把手

教消费者如何“避坑”；“小宝有话说”：

点评消费市场热点，亮明消保委观点；

“我要报名”：助力上海打响“四大品

牌”，消费者想参观企业，只要在后台报

名成功，消保委就能带你实现；“我要投

诉”：不仅可以在公众号上快速投诉，企

业投诉处理进度还能实时可见。着力

打造上海消费投诉数量减少、消费矛盾

程度钝化、消费环境更加优化的受消费

者欢迎的购物首选地；“申评测”：带领

消费者直击评测现场。

与此同时，上海市消保委开通视频

号，定期直播，说说消费圈那些事，看看

上海特色伴手礼出炉全过程，还有专业

智囊团助力打造“上海市消保委”大 IP。

■本报记者 李继成

“二维码”轻松一扫，既可实现各类城

市管理问题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又可实

现对工作人员工作轨迹、绩效的全过程管

理。记者从北蔡镇了解到，北蔡镇“智能

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 1.0版已覆盖 30
个居委辖区、12条路段，道路覆盖率达到

50%，沿街商户覆盖率近 75%，实现了“少

投入增效率”“全覆盖无盲区”和“精细化

高效率”的智能化、精细化的双融合。

去年 11月，“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

化应用率先在北蔡镇 3 条路段试点上

线。此后，在试点的基础上，北蔡镇对系

统进行持续的优化补充，增加重点点位监

管和商户分级管理模块，完成考核报表系

统建设，对运行情况产生的各类数据进行

梳理统计和绩效分析。

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

以街面、商户管理的突出问题为切入口，通

过二维码、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城市

街面治理，按照“一店一码”“一码通用”的

设计理念，重点围绕市容管理、行业管理和

拓展服务3个大项、12个小项和33个子项

及商户三级分级管理专项，从发现、处置、

服务和日常考核四个方面入手，制定场景

运行规程，注重过程监督和精细化提升。

同时，北蔡镇还充分融合“城市管理乱

点趋零化”“路长制”“门责自治”“居村联勤

联动”等工作机制，有机整合各职能部门专

职人员、网格监督员、城管街面巡查人员、商

户、物业、志愿者等18类角色，组建成专职

和辅助综合管理队伍，进一步创新街面管

理，推进街面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解决

了商铺多、人手少、跨部门等管理中的难点

问题，有效地整合了城市治理的多方力

量。“一码通用”运行以来，推进路段的商户

周边街面有序、道路干净、环境卫生面貌有

明显改善，绝大部分商户都能积极参与和

配合这一项工作，自治共治成效逐渐提升。

北蔡镇城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码通用”系统通过探索创新城市智慧

管理的新途径，解决了在智能化建设中普

遍存在的因政务网络系统基础设施薄弱

所带来的建设周期长、更新迭代快、投入

成本高等问题。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5月10日，

在第 110个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上

海健康医学院举办 2021年国际护士节传

光授帽活动，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 400多

名护生，从护理专家手中接过象征着生命

之光的红烛，郑重戴上燕帽，正式开启了

自己的“护理人生”。

现场，上海市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庹炎

点燃寓意着“点亮生命的航标，照亮前进道

路”的红烛，来自仁济医院、东方医院、第六

人民医院、周浦医院等医院的护理部负责

人为护生一一戴上圣洁的燕帽，并将象征

着南丁格尔精神的红烛传递给他们。该校

护理与健康管理学院院长朱爱勇带领护生

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激荡着每个人

的心灵，一个个年轻的脸庞，向往着“白衣

天使”这个职业的崇高和光荣。

“你们用对生命的爱，践行着南丁格

尔的诺言。你们用温柔的话语，激励我们

战胜病魔的信心。”护理与健康管理学院

学生代表声情并茂的配乐诗朗诵《百年护

理，薪火相传》，将人们带回那段艰苦的战

“疫”时光。“去年，我校先后有 227名护理

专业毕业生毅然奔赴武汉，战斗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上海健康医学院

党委书记郭永瑾告诉记者，在抗击疫情的

战役中，护理工作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起

到重要的作用，护士们无私奉献、弘毅担

当、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新一

代护生的宝贵财富。她寄语即将迈入实

习生涯的护生，传承红色基因，投身护理

事业，做一名“眼中有光、胸中有志、心中

有爱”的优秀护理人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符佳）5 月 10
日，第十七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上海电力大

学收官。来自东道主上海电力大学的两

个团队的“脑洞大开”创新项目拿下特等

奖，有望代表上海参与国赛角逐。

“5条废弃的尿不湿就可以形成一个

1000毫安时的充电宝容量，尿不湿是理想

的发电材料。”这样的奇思妙想，由上海电

力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大二女生张海燕娓娓

道来，令人眼前一亮。从大一开始，她就跟

随闵宇霖和李和兴教授指导的团队，和另

外3名本科生一同参与了《基于废弃尿不湿

的新型高能量密度锂硫电池》项目。经过

两年的实验，以废弃尿不湿为原料制备的

锂硫电池，可以使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增加

30-35%，飞行距离增加25-30%。这一已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的成果，拿下了本次

“挑战杯”大赛特等奖。

可以做锂电池正极的材料很多，为什

么偏偏想到了尿不湿呢？张海燕笑言，团

队为了有效解决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差

的问题，从生活中寻找了很多可以“废物

利用”的材料，甚至还试过鸡蛋壳。有教

师偶然间提到家里宝宝每天要用好多条

尿不湿，团队脑洞大开，决定试一试。

他们和妇幼保健院合作，收集了不

少尿不湿，经过实验有了惊喜发现：尿不

湿的内层充满着吸水颗粒，拥有理想的

正极材料结构，而宝宝的尿液富含氮元

素以及无机盐，可以抑制锂电池内多硫

化物的穿梭效应。最终，他们利用尿不

湿当作正极宿主材料，将其高温烧结碳

化，再将其与廉价易得的硫复合，制成锂

硫电池的正极。

通常，锂电池的正极材料成本约占电

池总成本的 40%，而这样“废物利用”后，

成本占比一下子降至 5%。经试验测算，

在电池体积相同情况下，团队制作的扣式

锂硫电池容量远远高于目前市场上广泛

运用的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等类型

锂电池的容量。

上海电力大学的另一项特等奖项目

《电缆管线精确定位装置及可视化管理系

统》，同样由两位教授带领 8名本科生完

成。电气工程专业大四学生戴涵竹介绍，

这一项目是利用电缆小车惯性定位装置

确定管线精确位置并拍摄管线内部图像，

将图像以及定位传入计算机，利用智能算

法识别管线故障情况，解决目前管道轨迹

精度不够，无法准确进行电缆故障排查等

问题。他们设计的智能小车，经遥控可钻

入 20厘米宽的电缆中，可提高探测效率

50%以上，如用于新管验收阶段的管线排

查，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届大学生竞赛作品在创新方面令

人印象深刻。”评委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国际都市创新研

究中心主任沈桂龙认为，从获奖作品来

看，大学生扎根现实生活，敢于突破思想

和技术的牢笼，为创新作出了不断努力，

值得肯定。

据悉，这一赛事由团市委、上海市教

委、上海市科委等联合主办，今年 3月启

动以来，吸引全市近5万名大学生申报万

余件参赛作品。经校级初赛评审，46所

高校的492件作品晋级市级复赛，最终有

37校 172件作品参与市级决赛。今年大

赛还特别策划了全新的专项赛“挑战浦

东”上海大学生科技创新挑战赛。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上海海关

在对一票申报品名为“实验室培养基”的

进境货物进行布控查验时，截获夹藏其中

的247支人体细胞。

人体细胞是生物医药和生命科学研

究的基础材料，同时也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特

殊物品。此类特殊物品在运输包装和使

用方资质等方面均有生物安全要求，未经

检疫的特殊物品，可能携带病原体，存在

生物安全风险，进口相关商品需事先获得

卫生检疫机关许可。

经查，该票货物的进口商为上海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关发现，自2020年6
月以来，该公司还曾多次以相同手法夹藏

走私进口人体细胞。目前，该批货物已被

依法销毁，上海海关缉私部门已对该公司

正式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关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已于今年 4 月 15 日正式实施，

规定进出境的人员、运输工具、集装箱、

货物、物品、包装物和国际航行船舶压

舱水排放等应当符合我国生物安全管

理要求。

■本报记者 赵天予

一头用绿植编织而成的迷你小鹿，驮

着一丛兰花，为书桌增添一抹雅趣……你

是否想要这样一件别致的盆栽呢？这是

洋泾街道的“彩云汇”项目，帮助创业者将

云南山区里的绿植卖到大城市。

“彩云汇”项目创始人王国珍，来自云

南保山。她受惠于国家扶贫政策，成为洋

泾街道辖区内上海市医药学校云南班的

一名学生，在潜心求学、提升自己的同时，

她也一直希望能够自主创业，带动更多家

乡人致富。

“我的家乡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尤其

是各种各样的花卉、植物，可以说是现代

城市人陶冶情操、抚慰心灵的佳品，但很

少有人将它们塑造成商品售卖出去，所以

我决定在这方面做做文章，开启我的创业

道路。”王国珍说。

这些驮着兰花的绿植小鹿取名为“鹿晗

草”，原材料都是云南当地常见的花草，经过

当地劳动力编织制作，运输到上海售卖，而

这只是“彩云汇”项目中的一件商品。在王

国珍的计划中，她将与伙伴合作，将家乡的

手工艺品、绿色农产品销售到一线、二线城

市，带领当地农户走上产业化道路。

这也正是“彩云汇”项目计划书中阐

述的理念。2019年来到洋泾后，王国珍

便通过社校联动的途径，参与了浦东新区

“家门口”创业大赛。之后，校方与社区均

加大了对她与项目的培养，2020年，该项

目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银奖。

“老师指导我优化项目细节、包装商

品，社区也时常通知我参加创业市集、项

目论证等，还有创业专家辅导我，尤其是

在去年，洋泾街道成立了创业孵化实验基

地，我有幸申请到入孵资格，不仅能够使

用共享工位，还能享受在公司注册、财务、

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服务。”王国珍说。在

此期间，“鹿晗草”正式上架洋泾社区慈善

超市，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今年起，洋泾街道以搭建社区、校

区、园区‘三区融通’服务平台为基础，不

断优化创业环境，帮助社区创业者成功创

业。我们还与周边多家园区进行了密切

交流互动，以此来帮助创业者打通创业起

步的‘最后一公里’。”洋泾街道相关负责

人称。

洋泾街道与芳甸路地铁口的FOR天

物空间园区合作后，社区里的创业项目能

够参与园区的创业市集，园区也会常态化

地提供一些公益名额，给更多的社区创业

者展示的机会。

“我们也在和其他园区深化合作，帮

助学生争取到相关企业岗位实践、实习的

机会。”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称。通过整

合“三区”创业服务资源，形成“三区融通”

创业服务的共识，社区群众的创业路将更

加畅通。

探索创新城市智慧管理的新途径
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已覆盖30个居委辖区

上健医400多名护生开启“护理人生”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利用尿不湿大幅提高锂电池容量
上海电力大学两团队获“挑战杯”大赛特等奖

“社校园三区融通”助创业

洋泾“彩云汇”项目开花结果

上海海关截获走私进境的人体细胞

来自多家医院的护理负责人为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护生戴燕帽。 □上海健康医学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