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黄浦一小区引入生活垃圾二维码追溯分类情况""
"

眼下，不少小区都设立了干湿

回收垃圾。居民只要在回收机一侧

以当居民投放垃圾后，从后台数据

的垃圾照片进行辨认，
如果确认这袋

垃圾箱，但居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
要求投放？如果居民无意中将垃圾

的二维码自助打印机按钮前输入自
己的手机号以及密码，便可领到干

系统能清楚地知道：哪户居民在什
么时间点进行了垃圾投放，投放了

垃圾分错了，
则通过系统将这一信息
告诉分错垃圾的这户人家，
提醒他们

分错了，
是否可以找到这户居民，提
醒他下次改正？记者近日从黄浦区

垃圾与湿垃圾两张二维码贴纸，将
贴纸分别贴在两袋垃圾上，再在读

多少重量的干垃圾、
湿垃圾、可回收
垃圾等信息。小区垃圾分拣员通过

下次注意，
不要分错。
据悉，这套系统在今年 1月 17

新闻办获悉，黄浦一小区引入智能

取器前刷一下干垃圾的二维码，写

回收系统的“满箱报警”，可以让它

日在小区内上线，19幢居民楼前已

系统，每袋垃圾都有二维码追溯分

着干垃圾标识的金属箱顶盖就会打

精准回收。

经放好 10套回收机，基本可以满

类情况。
据悉，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的

开。

对每天投入的干湿垃圾，居委
会目前聘用了分拣员逐一开袋检查。

足 1400户小区居民的垃圾投放需
求。考虑到这套系统刚刚上线，居民

黄浦新苑小区，最近引进了一批生

前，
已经到居委会进行了实名登记，

如果发现有分错的垃圾，
分拣员会扫

使用还需要熟悉的过程，居委会目

活垃圾智能分类系统。只见摆在楼
外的回收机为 3个金属质的箱子，
上面分别写着干垃圾、湿垃圾与可

绑定了居住地址与手机号码等信
息。而每个垃圾箱的底部都有称重
系统，与后台数据服务系统相连，所

描垃圾袋上的二维码，
知道哪户人家
将垃圾分错，
然后将这一信息通知后
台，
后台管理者会通过分拣员发过来

前采取自愿登记信息的方式，已经
有 175户居民进行登记，尝试使用
摘编自!青年报"
这些回收机。

谎称高薪雇保姆骗钱 上海警方破获系列诈骗案件
1月 11日，浦东公安分局三林
派出所接到市民吴女士报案称，其
被人骗走了人民币 1500余元。
吴女士告诉民警：她自己是做
保姆工作的，
当天上午，
浦东新区张
杨路某家政公司通知她有工作，遂
其赶赴公司与雇主会面，雇主是一
名年约 30岁的男子。该男子以月

用。她当场表示没有带那么多现金，
但该男子请求她用手机微信转账套
现给他。于是，她跟着该男子去隔壁
商店转出 1500元，又将身边零钱
都给了该男子。号称办急事的男子
拿走现金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她才意识到被骗了。
接报后，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工

约 30岁的男子，诈骗手段都是以
“高薪”诱骗保姆后，带人至灵岩南
路某号门口借钱后消失不见，他留
在家政公司的电话都是假的手机
号码。经警方进一步调查取证后，
锁定犯罪嫌疑人为来沪务工人员
余某。1月 13日 23时，经守候伏
击，民警在上南路三林路一网吧门

诱饵，骗取保姆信任。随后，再将她
们带至灵岩南路某商场，以各种理
由向刚搭识的保姆借钱，在诈骗得
手后均从该商场 4楼后门逃离。经
警方查证，共查实余某实施诈骗 4
起，
涉案金额 4000余元。
当被问及为何要骗取保姆钱
财，
余某坦言自己没有工作，没有生

薪 8000元人民币的价格雇佣她做
保姆，主要负责带孩子，打扫卫生，
并要求带她去熟悉工作环境。随后，
该男子打车带她到了灵岩南路某商
场门口，
声称要上楼办点事。不久，
该 男 子 下 楼 问 她 借 用 1600元 急

作。经对近期接报的案件梳理分
析，三林派出所季警官发现，在 1
月 1日至 11日，浦东张杨路、南码
头、周浦镇共发生类似诈骗案件 4
起。据被害人的描述，除被骗钱款
数额不等外，犯罪嫌疑人都是一名

口将余某抓获，余某对其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余某交代，
1月 1日、2日、
5日、11日，他从张
杨路、
南码头地区、周浦等处的劳务
中介所，
以月薪七、八千元的高薪为

活来源，就是为了自己可以打打麻
将、
上上网。
目前，犯罪嫌疑人余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香港打造多元新春体验
中西盛宴喜迎狗年
新春将至，亚洲盛事之都香港
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节庆盛
事，集传统和潮流于一体，打造“最
香港”
的独特体验。喜庆热闹的年宵

“开年、开运、开心”为主题的新春
花车巡演，多部花车及世界级的表
演队伍。大年初二，香港“农历新年
烟花汇演”将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绚

花市、新春花车巡游、维港烟花汇
演、贺岁赛马及新春祈福等活动轮
番上演，旅客可以一次感受传统新
春习俗和国际狂欢派对，体验中西

烂绽放，佐以震撼隆重的大礼炮，
带来视听的双重震撼！香港各大商
场也纷纷准备丰厚的新春折扣礼
遇，不妨把握一年一度的好时机，

融合的别样港式年味。
大年初一晚，尖沙咀将迎来以

到香港体验港式年味，开启新年新
气象！

价值经营成效显著
一汽马自达 2018销量喜迎开门红
重 塑 辉 煌 的 2017年 刚 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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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错垃圾后台会发短信进行提醒

据介绍，居民在使用这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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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腾讯理财通与厦
门银行联合举办的腾讯

腾
理财通大讲堂 VI
P理财
讯
专场近日在厦门举行。厦 邀
请 理
门银行董事长吴世群先
叶
生、厦门银行副行长李朝
檀 财
晖先生、
腾讯支付基础平 等
台与金融应用线副总裁、大 通
理财平台负责人闫敏、腾 咖 牵
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 支
经理李航等双方嘉宾出 招 手
投
席大讲堂现场。
资 厦
作为腾讯理财通用
策
户财商教育系列活动，本 略 门
次大讲堂 VI
P理财专场
银
落地厦门以“爱理财会
行
赢”为主题，特邀财经专
栏作家叶檀、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
招商基金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白
海峰、
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理财专
家李康宁以及腾讯理财通会员体系
产品负责人王蕾等专家发表主题演
讲，围绕国内房价走向、
个人资产配
置等投资理财热点展开深入探讨。
叶檀则建议投资者房产投资
时，最多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50%。建议优先考虑近地铁、交通
王映浤 文
方便的房产资源。

承载幸福 一路有你
长安福特#福睿斯幸福号$专列春运首发

2018年 1月 30日，
“福睿斯幸
福号”
春节专列从上海虹桥首发。
长安福特福睿斯联手凤凰网、
12306客户端、高铁杂志《旅伴》等
平台，在2018年1月30日-3月31日
期间，联手为春节回家的朋友打造
“福睿斯幸福号”专属列车（D352/
D354上海-成都）。乘坐“福睿斯幸
福号”动车的旅客，可以近距离感受
“一路有你”
定制主题车厢带给你的
温情和幸福。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永恒不变的

主题，不管身在何方，
在这个节日一
定要回家与家人、爱人、友人团聚，
坐在一起吃顿年夜饭。长安福特在
活动前通过一条走心视频，为大家
细数在人生成长过程中那些来自家
人的守护、爱人的真心、朋友的陪
伴，
唤起大家对身边幸福的珍惜，买
票回家和在我们生命中一路相伴的
人团聚。
为了更加贴合活动主题，让大
家感受到身边的幸福，本次的“福
睿斯幸福号”春节专列共设置了亲
情、爱情、友情三种主题车厢，装满
了你我他的情感故事，相信能够引
起每个归乡游子的情感共鸣。车厢

内，乘客还可以阅读小桌板后的情
感故事，
并参与线上活动，
不仅能够
对所爱之人说出自己的心声，也有
机会获得福睿斯 10年使用权。
为了让新年回家的人们路途顺
利，不用在寒风中等车，在上海和重
庆两个站点还有许多热心的福睿斯
车主提前在车站等待，免费帮助回
家的老乡搬运行李，将他们安全送
回家人的身边，让每一段回家路途
都满载幸福与美好。
承载幸福，一路有你。长安福特
福睿斯作为幸福使者携手凤凰网将
在这个冬季为千万个家庭传递温
暖，守护幸福。

14位国内外顶尖皮肤科医生，
共同解开干燥肌肤之秘

去，一汽马自达在新的一年销量喜
迎开门红。2018年 1月，
一汽马自
达再次交出亮眼成绩单，月度终端
总销量达到 13476台，连续 5个月
销量突破万台，成功步入月销万台
新常态。
阿特兹自去年 10月实现升级
上市之后，在上市的 4个月内两次
刷新了单月销量记录，并首次突破
6000台，
印证了阿特兹赢得了市场
的高度认可。而作为轿跑 SUV的
CX-4，通过对自身的升级，不仅彰

2017年一汽马自达销量成绩实现历
史性转折与提升，最终以 12.
4万台
的成绩超额完成全年销量目标，
实现
近七年来 35.
7%最大
“量”
的涨幅。
2018年是一汽马自达的服务
之年，
一汽马自达将继续坚持价值经

显最先进 SUV的地位，更持续引领
着市场的发展。
而销量赢得开门红，背后更是
映射出了价值经营所取得的成果。

营的发展路线，
为实现新的目标不断
努力、
不断挑战。2018年的大幕已经
拉开，
一汽马自达将会取得什么样的
优异成绩，
让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改变，不
良的生活习惯等影响，干燥、敏感、
泛红、脱屑、粗糙、粉刺等亚健康肌
肤问题困扰现代人。昨日国内外 14
名顶尖的皮肤科医生齐聚在“上海
家化·玉泽皮肤健康研究中心”举办
了
“皮肤屏障和亚健康皮肤”医学高
峰论坛，揭开了亚健康肌肤的原因：
指出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的皮肤干
燥，是所有炎症肌肤的共同原因。
亚健康肌肤问题是怎样产生
的？首先是皮肤屏障受损。所谓皮肤
屏障，由人体表皮角质层和皮脂膜
构成。健康皮肤的角质层里，角质细
胞与细胞间脂质以类似稳定的砖墙
结构形式排列：
角质细胞为砖块，特
定脂质和蛋白质是灰浆。
“砖块
“和”
灰浆“的完整性才能保证皮肤屏障

的完整性，也才能使皮肤得到最大
的保护。
早在2003年，上海家化就与瑞
金医院开始了针对皮肤屏障受损性
疾病银屑病、特应性皮炎（湿疹）、
鱼
鳞病、季节性瘙痒症的辅助治疗和
预防复发的研究。这项研究历时6
年，经过1386例临床观察，发现“亚
油酸-神经酰胺皮肤屏障修护剂”
能有效地控制以上疾病症状。在此
基础上，推出了玉泽第一代产品“玉
泽皮肤屏障修护身体乳”。
产品一经
问世，其功效性和专业性受到了医
生的广泛认可与推荐。
2012年起，
瑞金医院皮肤科又对以上疾病中治
疗最为困难的银屑病患者进行了持
续 跟 踪 使 用 一 年 以 上 的 观 察 ，有
58%的银屑病避免复发或复发程

度显著减轻。该项研究成果于2015
年 在 美 国 Der
mat
ol
ogi
cTher
a
py
（皮肤病治疗学）杂志发表。
据悉，
目前玉泽已经开始了针对
不同细分人群、
不同皮肤部位的前瞻
性使用研究。未来上海家化玉泽将研
发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细分产品，
让更多皮肤病患者能够实现居家自
我护理治疗和预防，
也帮助更多普通
人拥有更加健康的肌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