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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从 月中旬至今 在德

国境内因食用有毒黄瓜而感染出血性

大肠杆菌 而死亡的人数已增

至 人 数百人患病

昨日 上海市农委有关人士透露

上海市场没有来自西班牙或德国的黄

瓜 市民无需恐慌 上海不直接从国外

进口成品黄瓜 多是引进品种本地培

育

市农委表示 近年来水果黄瓜受

到市民的青睐 我国确实引进了一些

国外的水果黄瓜品种 但目前只有日

本 荷兰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的品

种 绝没有德国和西班牙的品种 引

进最多的是荷兰品种

考虑到劳务成本 运输成本以及

折损成本等 上海并不从国外直接进

口成品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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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游客出境消费额增长迅猛
欧美多国缩短签证时间揽客

王

晚报讯 今年暑期出境游市场上

欧美游人气异常火爆 不少线路提前

个月就已经售完

考虑到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 日

前欧美多国均计划完善签证制度 以

配合近年来中国游客出境游数量及消

费能力的不断提升 美国旅游协会发

布了题为 准备起飞 的报告 提出改

革签证体系 吸引更多国际游客 希腊

也于近日公布简化签证手续的联合声

明 英国外交部方面则进一步缩短了

签证办理的等待时间

在出境游中 中国游客表现出了

较国内游更强的消费热情 以赴美游

为例 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近

百万 中国游客每人平均在美停留

天 机票 饭店 观光与购物等方

面的平均花费达到 美元 远高

出国际游客平均 美元的消费水

准

信用卡的报告称 中国的

卡持有人去年在美国的旅游消

费额达到 亿美元 在美国消费最高

的十大国际群体中排名第六 从

年的 亿美元增加到 年的 亿

美元 增幅达

英国外交部日前披露的信息也显

示 年中国申请至英国的游客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 中国游客在奢

华伦敦区的消费总额一年超 亿英

镑 年增幅达 年刚刚举行

的王室婚礼也进一步助推了赴英的游

客量

业内人士介绍 过去十年 去欧洲

旅游的中国游客是去美国旅游人数的

倍 美国旅游业的发展远远赶不上

西欧等国的步伐 与它的签证制度不

无关系 由于赴美签证程序过于复杂

等待时间太久 需提前一个半月预约

游客如果想跟团赴美国旅游 则需要

提前 天以上报名 这些都影响了到

美国旅游的热情

为此 美国旅游协会近期发布了题

为 准备起飞 的报告 提出改革陈旧的

签证体系 以吸引更多国际游客 希腊

紧随美国步伐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和希腊共和国外交部关于简化

签证手续的联合声明 的签署 国航相

应地恢复了北京至雅典的定期往返航

班 这将大大便利中国游客的希腊行

英国边境局近日更在北京和上海各新

增了一个签证申请中心 并增加工作人

员加快签证审批程序

晚报记者 杨冬 报道

为了限制和减少塑料袋的使

用 遏制 白色污染 我国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限塑令 到明

天 限塑令 已实施三年整

这三年来 限塑令 是否发挥了预

期作用呢 昨天 来自市民信箱

对 多名市民的抽样调

查显示 八成市民有意减少使用塑料

袋 九成以上的市民家庭每周新进塑

料袋不超过 个 六成以上市民认

为 真正限塑是一个长期过程

成市民减少使用塑料袋

调查发现 限塑令实施以来 有

的受调查市民表示有意减少了

塑料袋的使用 而 基本没有减少

还是老样子 的只占 说明限塑

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预期作用

限塑令改变了市民使用塑料袋

的习惯 有 的市民 很少使用塑料

袋 基本自备购物袋 的市民 去

超市 卖场基本自备购物袋 但是去

菜场还是使用商贩提供的免费塑料

袋 而 基本不准备购物袋 要么买

要么使用免费塑料袋 的只占

农贸市场是死角

市民家庭每周会新进多少个塑

料袋呢 调查结果显示 九成以上市

民家庭每周新进塑料袋不超过

个 其中 个以下占

个占 调查中还发现 菜场和农

贸市场是限塑令的死角 的市民

认为这两个地方限塑令执行得最

差 几乎都会免费提供塑料袋 成为

家庭塑料袋的主要来源

对于购物回来的塑料袋 市民

是如何处理的呢 调查发现 大多数

市民会把塑料袋当做垃圾袋使用

比例为 其次是整理后继续使

用 比例为

限塑是场持久战

尽管我国实施了限塑令 全社会

也在倡导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但仍有

很多现实因素影响了限塑令的执行

效果 这些因素包括 生活垃圾处置

仍要使用塑料袋 菜场农贸

市场成为限塑令死角 自备

购物袋不方便而且重复使用不卫生

仍有不少人自费购买塑料

袋 且塑料袋价格低廉 商家

为吸引顾客暗中抵制限塑令

市民普遍认为 日常生活很难

离开塑料袋 真正限塑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 这一过程伴随着国民环

保意识的整体提高 持这一观点的

市民占到了 的比例

见习记者 姚宏伟

晚报讯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 北

京一家苏宁门店在重新装修开业后居

然开出了生活超市出售百货用品 专

卖家电的苏宁难道开始尝试百货路线

了吗 晚报记者调查后发现 在上海

苏宁几家 大型旗舰店早就已

经有了出售日常用品的 小超市 不

过 苏宁方面表示 这些超市只是针对

消费者的一站式购物需求 作为家电

的周边衍生产品出售 并非主业

我们并没有转卖百货 这是个误

会 上海苏宁总经理陶京海解释 所

谓的生活超市 只是整个家电卖场的

一小部分 这些小店的主要目的并不

是盈利 而是旨在满足顾客对于一些

家电周边产品与便民生活用品的一站

式购物需求 比如手机贴膜等周边产

品 也会出售书籍和

苏宁方面表示 在全国各大区的

大型旗舰店中 确实存在着名为

的 便民

小店 主要出售市场需求激增的

外设 家电周边产品 包括饰品 配件

耗材 小件商品 书籍和 软件在

内的商品都会实行货架式展销 顾客

持商品至收银台付款后 拿商品离开

用自助式消费缩短购物时间

我们正在尝试中 看哪些关联产

品能让电器销售更有吸引力 上海苏

宁的一名负责人介绍 在家电卖场中

开出便民小店尚属于试验阶段 全国

各大区的 旗舰店都会根据各

自的特色对商品进行不断调整 他也

表示 作为整体尝试的一部分 除了将

日常百货引入卖场外 他们也试着将

通讯运营商服务站和音像店 请 到卖

场中

就像宜家 除了卖家具之外 店

中还设有餐厅 但没人会说宜家转行

做餐饮吧 苏宁方面指出 卖场出售

日常百货的最终目的 最终还是为了

更好地吸引消费者购买家用电器

记者 王建慧 通讯员 贺

晚报讯 路终于在家门口落

脚了 以后坐公交不用再走冤枉路

了 昨天 爱建小区的李阿姨一踏进

车厢就高兴地说 巴士新新 路区

间车增设安顺路中山西路站点后 填

补了该地区的公交空白点 为爱建 虹

桥及周边小区居民提供了出行便利

居委干部 居民代表专程送上了锦旗

和上百户居民联名签名的感谢信

爱建小区及周边老人外出就医

购物都要穿越中山西路 要走不少路

才能坐上公交车 出行十分不便 居民

很希望 路区间车能在门口增设站

点解决实际出行需求 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 今年 月上旬 虹桥街道党工委

向巴士新新反映了居民的诉求 希望

取得公交企业的配合支持

巴士新新的领导极为重视 公司

业务部和街道迅速取得联系 到现场

实地勘察了解情况 虹桥街道相关

负责表示 街道与公交公司共同商议

设站方案 并多次与市运管处和交警

部门联系协调增设站点事宜 在市运

管处和长宁交警支队的支持配合下

很快就顺利办好了相关设站手续 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开出了 路

区间车安顺路中山西路站 大大方便

了当地小区居民的出行

苏宁旗舰店开卖日常百货
满足一站式购物需求

填补公交空白 方便老人外出

路增安顺路中山西路站

菜场和农贸市场成限塑令 死角
免费提供塑料袋 是家庭塑料袋主要来源

记者 张钰芸

晚报讯 今天是中国馆续展的

最后一天 由于是工作日 游客数量

相对平稳 却依旧有不少游客赶早

前来 搭上参观中国馆的 末班车

而对于坚守岗位一年多的中国馆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来说 今天的告别

让他们百感交集

上午 记者来到中国馆售

票处 由于时间尚早人流不多 游客

基本可以随到随买 工作人员表示

上周末中国馆再迎大客流 当时买

票排队时间最长要 小时 今天尽

管是续展的最后一天 但由于是工

作日 预计前来参观的散客不多

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进馆

记者在入口处看到 各地旅游团

依旧不少 来自南京 常熟 苏州等地

区的旅游团成员已经排了数百人 其

中大多数是老年人 我特地挑了最

后一天来参观中国馆 特别有意义

来自常熟的陈老伯说

携家带口前来参观的本市游客

也不少 早上 点多我就排在售票

窗口了 是第一批买到票的人 南

昌人小蒋在松江区上班 为了能赶

上中国馆续展最后一天 她特地请

了假 天没亮就出来了

相比游客们的轻松而来 从去

年世博会开幕坚持至今的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更为百感交集 去年世博

会的时候我们在 号门 中国馆续

展开始后又分别在地铁口 岗亭为

游客服务 今天续展就要结束了 真

的很舍不得 来自高行 爱心妈妈

志愿者组织的许阿姨说 今天上午

点 名志愿者将齐聚中国馆前

举行告别仪式 但她还是希望 中国

馆再开馆时能够重回岗位

中国馆续展半年以来 共接待游

客约 万人次 在此次续展结束后

中国馆将进行短暂休整 或将在一个

多月后再度开放 世博会期间的人气

展馆沙特馆或将在七八月重新开放

申城市场没有德国 毒黄瓜
从不直接进口成品黄瓜

中国馆续展最后一天客流平稳 晚报 何雯亚 现场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