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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短波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半导体照

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的

LED生活体验馆在江桥建成，并将作

为科普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

水龙头上的 LED 灯光有杀菌过

滤功能，可以进一步净化水质；冰箱冷

藏室内置的 LED 紫外光可以杀灭冰

箱里的细菌，确保冰箱里的食物持久

保鲜……走进位于江桥镇上海电子商

城内的LED生活体验馆，处处可以体

验到 LED 光电在家居办公生活中的

节能环保作用。

据悉，LED 采用半导体材料制

成，是一种可以直接将电能转化为光

能、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的新型固态

光源，发光效率高、光线质量好。一个

能耗 150 瓦亮度的传统白炽灯，使用

LED光电只需15瓦就能达到，寿命也

比普通白炽灯更长久。

通讯员 夏泽泉 李宁/文 周艺/摄

到江桥生活馆
体验LED灯光

本报讯 2013年，嘉定将加快建

设嘉定新城地区新荟广场、中信泰富

又一城、新光百货、日月光等优质商业

项目，打造东云街、保利台北风情街等

4 条商业街为市级特色商业街，新建

10家固定式早餐门店和50个早餐亭，

这是 1 月 24 日记者在 2013 年嘉定区

商贸服务和市场管理工作会上得到的

消息。会上还表彰了一批在商贸服务

业和市场管理方面作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安亭镇、新迎园早餐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进行了交

流发言。

2012年，嘉定新建了32个新农村

商业网点；盘古、远香舫、安亭新镇 3

个生鲜超市对外营业；完成了20个固

定式早餐门店和120个早餐亭以及1

个现代化食品加工配送中心的建设；

对荣创集贸市场等 21 个标准化菜市

场进行了改建；60家标准化菜市场和

34家标准化超市中安装了643台肉菜

追溯秤；67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参与

了“平安市场”创建活动，参与率为

100%。 记者 顾娴慧

嘉定商贸服务 今年将露“新颜”

“依维柯”入驻嘉定
本报讯 1 月 21 日，依维柯（中

国）商用车销售有限公司入驻嘉定工

业区，将把欧洲生产的高端商用车产

品进口到中国，满足中国客户对高端

商用车细分市场的需求，同时将“依维

柯”在华合资企业的产品通过依维柯

全球销售网络出口到国外市场。

通讯员 朱丽艳

一公交站点改造完工
本报讯 日前，为期近 2个月的

公交嘉唐华支线浏岛休养院终点站改

造工程顺利完工，解除了公交车只能

在马路上调头和上下客的危险隐患，

如今不仅公交车可以在新建的区域调

头，村民候车也有了候车厅、休息座椅

等设施。

通讯员 樊玉青

“检测中心”获服务奖
本报讯 日前，在上海汽车乘用

车有限公司举行的 2012年度供应商

大会上，位于上海国际汽车城的国家

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从数百

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荣获2012年度

优秀服务奖。 通讯员 赤壁

记者体验：买一张火车票，好难
本报讯 2013年春运从1月26

日开始，1月7日起可购春运火车

票。春运火车票开卖两周，记者实

地体验了一把春运火车票的“一票

难求”。

1 月 19 日 14:30，虽然距离 2 月

7 日的火车票预售时间还有 30 分

钟，但在博乐路上的代售点早已经

排起了长达五六十人的队伍，记者

排在队伍的“尾巴”上，打算买一张

2月7日上海到西安的火车票。40

多分钟后，当记者终于排到窗口时，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连站票都没有

了。在排队过程中，记者不断拨打

订票电话95105105，半个小时之内

共打通了 5 次，但 2 次中途断线，2

次按车次订票最终结果为无票，只

有 1 次订票成功，结果是订到一张

乘车长达20个小时的无座票。

1 月 20 日，记者决定转战网络

“寻找希望”，在铁道部官方购票网

站注册登录并输入好出发地、目的

地等信息后，下午 15:00 放票时间一

到，记者马上刷新网页，结果页面呈现

一片空白。一分钟后，恢复正常的页

面仅显示有一两张剩票，记者马上提

交订单，系统却又显示没有足够的

票。刷新几次后，1 张上海到西安的

T116次无座票被“打捞”出来，提交订

单成功，记者倍感“侥幸”，然而，在网

上支付这一环节又连遭遇两次“卡

壳”，最终支付失败。

两天时间，经过代售点、电话和网

络的三番“征战”，记者最终收获了一

张2月7日上海到西安的无座票。

网络、电话订票看上去增加了购

票的便捷性，然而，记者在实地排队过

程中了解到，这两种订票方式的兴起

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1月19日，

记者在博乐路代售点随机采访了9位

购票者，其中有6 位都是通过电话或

者网络预订好后前来取票的。“今年可

以在全国通订、通取，我托朋友从银川

订的票，现在只需要拿身份证取一下

就行了。”来自江西的务工人员郑益

民一脸轻松地告诉记者。然而，记

者也看到，在代售点有一位老人始

终站在买票队伍的最前面，隔几分

钟就会问售票员：“有没有到成都的

票？”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老人说，

他每年都会到代售点或火车站排队

买票，往年买到满意的火车票对他

来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今

年，能不能回家似乎都成为问题，

“电话订票我搞不来，网络更不会，

只有在这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

‘回笼票’。”老人一脸无奈。

火车票代售点工作人员建议，

“直线”回不了家，可考虑“倒车”回

家，比如上海到西安的火车票买不

到，可以先买南京到西安的票，而上

海到南京的车次多，车票相对好

买。另外，改乘飞机、长途汽车，抑

或是推迟两天错开高峰期再回家，

也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 冉涛

本报讯 1 月 22 日，嘉定区医疗

器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医疗试剂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宣布成立。

据介绍，这 2 个联盟为嘉定区今

年计划成立的8个产学研合作创新联

盟中首批运作的项目，分别由育成中

心和上海柏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牵头

发起。计划要求每个联盟包括至少8

家单位，其中至少要有 1 家高等院校

或科研院所。作为嘉定区新兴产业发

展模式的一种探索，这 2 个医疗产

学研合作创新联盟将通过建立行业

合作创新平台，形成良好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促进嘉定医疗器械及

试剂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除这两大联盟以外，嘉定目前

已建立起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智

能电网产业联盟等多个创新联盟，

部分科研成果已实现产业化。

通讯员 徐张千

两医疗产学研联盟成立

本报讯 眼瞅着 2013 年春节就

到了，年货成为热门话题。原汁原味

的乡土腊货、紧跟时尚潮流的休闲食

品、进口的特色食品等都是年货的主

力，但是，“老味道”、“新方式”正成为

今年的主流。

“老味道”让年味儿更浓

现在很多人抱怨过年越来越没有

年味，怎么让年味儿更浓？其实，一些

以“老味道”为主打的年货已悄然走入

市民的年货购物计划。

1月22日下午，虽不是周末，但在

博乐路欧尚超市里，前来购买年货的

人仍然很多，超市里搭起了年货购物

街（如右图），各地特产、零食大礼包和

各色洋年货应有尽有。“过年吃什么不

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得有意义、有味

道。”前来购物的马新民笑着告诉记

者，在他的购物车里，放着年糕、金华

火腿、一大包南北干货组合装，还有四

包“大白兔”奶糖。“女儿上周突然问

我，现在还有没有‘大白兔’卖？”马新

民说，大白兔是以前家里过年时的味

道，好多年不买了，今年重温一下往日

的味道。

销售人员小陆告诉记者，超市里

准备了东北、新疆、河南、安徽等各地

的土特产，现在不回家过年的务工人

员也比较多，能在异乡买到老家的特

色年货，肯定也会吃出家乡的味道。

在南翔老街，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李华

林告诉记者，他们今年的年夜饭就是

一人一份小笼包，“小时候就是吃小笼

长大的，几年都没回来过年了，太想念

小笼的味道了！

“新方式”淘货更划算

除了超市、卖场等传统零售市场，

网购也逐渐成为消费者购买年货的新

方式。登录“京东”，不仅有对联、汤

圆、大家电等传统春节必买货品，还有

送父母的按摩椅、送小朋友的玩具车、

送朋友的数码产品……年货种类应有

尽有。1月21日上午，家住南苑新世

纪公寓的李晓科收到了在京东商城网

购的年货。“这些东西花了不到一万五

千元!拜年需要的所有礼品，包括年后

结婚所需的烟酒糖茶全部买了，这样

少跑路而且还送货到家。”李晓科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在实体店购买这

些东西，需要近2万元，而在春节前促

销期间网上团购年货，最少可节省

30%。 记者 冉涛 文/摄

年货市场 传统中见新意

本报讯 1月23日召开的嘉定区

房地产工作会议透露，2013年嘉定计

划出让 100 幅经营性用地，总面积约

415.6公顷，并启动开展“嘉定杯”住宅

建设竞赛活动。据悉，这 100 幅经营

性用地主要集中在嘉定新城核心

区、南翔江桥地区、嘉定工业区以及

嘉定北部地区，用途涵盖住宅、商

办、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

记者 李华成

今年嘉定拟出让百幅土地

本报讯 通过一个“智能控制

箱”，就可以自动调节路灯开关与光照

明暗，从而起到节电的效果。近日，经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

公室组织评委会审定，上海勇顺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负荷跟踪节

能型路灯控制箱被认定为上海市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据悉，该项

目的成功研制与推广应用将有效降

低道路路灯照明耗电，最高节能率

可达到28.9%。

“智能控制箱”主要运用计算机

技术、传感器技术和数字波形采集

与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城市照明系

统的自动在线监测，依据监测数据

调节路灯电压的高低，真正实现城

市照明系统的智能节能控制。

通讯员 王珏

“路灯监控”省电又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