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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3
日，
知名意大利面品牌
百味来于上海举办儿
童节小厨师意面课堂，
帮助孩子们了解健康
烹饪的好处，即使是孩
子也能在家轻松做出
美味的意大利面。作为
拥有 140年悠久历史
的意大利品牌，百味来
此次以儿童节契机，希
望向消费者传递正确
营养、
食品安全和食品
教育对于家庭的健康
与幸福的重要意义。活
动现场，
在百味来意面
大使李阳的帮助下，家
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
如何轻松制作两道简
单而美味的意面，
同时亲子间的亲
密互动也增进了彼此语言和心灵
上的沟通。

意
大
利
面
品
牌
百
味
来
于
上
海

举
办
儿
童
节
意
面
小
厨
师
课
堂

当阿拉斯加海鲜来到
魔都，
美味遍布全中国
2018年 5月 29日阿拉斯加
州长 Bi
l
lWal
k
er以 及 整 个 访 华
团到达上海并出席由美国阿拉斯
加海产市场协会在 W Hot
el举
办的美国阿拉斯加海产交流晚
宴。阿拉斯加其海产种类多元，
涵
盖五种三文鱼（王鲑、银鲑、红鲑、
狗鲑、
粉鲑）、三种蟹（王蟹、雪蟹、
珍宝蟹）、黑鳕、真鳕、狭鳕、比目
鱼和鲽鱼等。在中国各知名的线
上线下渠道，不管是高端酒店像
香格里拉酒店、君悦酒店或连锁
餐厅、大型电商像京东、天猫、顺
丰优选和高端超市 Ci
t
ySuper
、
Ol
e’
以及盒马零售等都能轻易的
找到阿拉斯加海鲜。

一马当先 2018内蒙
古中蕴马产业集团
（上海）发布会
2018年 5月 28日，内蒙古
中蕴马产业集团“一马当先——
—
马产品、
马文化、
马科学系列发布
会”在上海市上海中心盛大开启，
各界嘉宾、新闻媒体一起见证了
内蒙古中蕴马产业集团在马产
品、马文化、
马科学三大领域的创
新成就。发布会最大的亮点是马
产业板块在全球首次实现科学
化、
标准化、
工业量产的臻稀马产
品 -“元一”元玉浆（酸马奶乳酸
菌）饮品和“极马力”系列酸马奶
活力饮品的全球发布上市，无论
是口感还是包装，均获得现场嘉
宾的一致好评。

日前，
市文广影视局、
市总工会
联合启动“凝心聚力提质增效”打响

等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同时导

教育、文化 +医疗、文化 +卫生型

前全部达标”。
静安区携手社会组织，通过空

乐、话剧等文化活动，原先离居民很

“上海文化”品牌，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立功竞赛活动，动

入东方歌舞团、上海轻音乐团、上海
沪剧院、
上海戏剧学院等国家级、市

间改良、整体设计、社区动员、内容
输送等方式，持续打造“灰引力”基

远，
现在都来到了居民们身边。”
6月，实事项目将进行第一批

员全市上下共同立足岗位、攻坚克

级院团及院校优秀资源，升级打造

层文化服务点，使居委活动室成为

验收，
预计 60%的点位，即 3000家

难，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

了“上海沪剧艺术节”
“ 百场巡演”

社区群众身边的
“文化客厅”
。以石门

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将完成验收。

二路新福康里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
为例，
2016年引入“灰引力”文化配

“立功竞赛活动”从即日起展开，以
区为单位设 16个大赛区，以街道、

里”建功立业。
“提升 4500个标准化居村综

“市民艺术课堂”
“戏曲进乡村”等一
批群众参与度高、获得感强的特色

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
，已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浦东新区文广

送项目，软硬件方面都得到提升，
服

镇为单位设分赛区。竞赛以创建验

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今年以来，
上海各区加强资源统筹，多举措提
升居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浦东新区通过空间更新改造、
深化资源融合，实现“家门口服务”
系统集成，打造文化 +党建、文化 +

局文化事业处处长聂影表示，新区
将整合资源，服务“下沉”，
全年计划
面向“家门口”服务站配送区级文艺
演出 800场、文艺辅导 4000课时、
艺术培训导赏 1500场、公益电影
15000场，
“预计 1252个点位年底

务点内常驻有新福康里舞蹈队、
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健身气功队、
沪剧兴
趣小组等文化团队。
“经改造后新增
剧目演出、
社区音乐会等 4类活动内
容，全年开展讲座、手工、亲子、演出
等 30余场活动。”
新福康里居民区

收得分高低、实事项目完成度、市民
群众获得感为主要评选依据，将综
合评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立功竞赛集体奖与个人奖，以
助推 201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的顺
摘编自解放日报
利完成。

摩根大通携手爱佑慈善基金会助力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
目前，中国的医务社工相对于
病患的配置比率比很多发达国家要
低得多，全国有 200多所高校开设
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养社工人才
近万人。然而，由于缺乏清晰的职业

作为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缩
小中国行业技能缺口的一项新尝
试，6月 1日，摩根大通和爱佑慈善
基金会宣布合作发起一个公益项
目，旨在推动中国医务社会工作者

的培训课程，以增加他们对医务社
会工作的理解，并提高在该领域的
知识储备及所必需的职业技能。项
目还计划通过与试点医院合作，为
优秀学员提供在医院、社会机构实

务共享的重要内容。医务社会工作
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和谐社会，
保障国民基本生活与改善服务质量
具有重要作用。”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

发展规划或者学生技能与实际需求
存在断层，仅有不到三成的学生最
终选择了社会工作，其他相当部分
则从事专业
“不对口”的工作。

的培养，以解决快速发展的医疗行
业所面临的专业社工短缺问题。
此项医务社工培养项目将针对
从事该行业的青年群体提供系统化

习或者全职工作的岗位。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耿源表
示：
“医务社工是社会工作中重要的
分支服务领域，是促进医疗卫生服

治文表示，
该项目不仅能为青年社工
提供更美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长远来
看，
还能有助于提高中国医务社会工
作的专业化水平。

!:;$ 平湖文化产业洽谈会举行

启动打造影视生态圈“平湖模式”
6月 5日下午，2018平湖文化
产业洽谈会暨平湖（国际）影视生
态圈打造发布会举行，标志着该市
正式启动打造平湖模式的影视生
态圈。
近年来，平湖市紧紧围绕“金
平湖新崛起”总体目标，明确要把
文化产业打造成新的百亿级产业。
根据产业定位，该市先后编制出台
了 《平湖市文化产业三年行动计
划》 和 《影视生态圈产业发展规
划》，并配套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试
行）》，谋划打造了 3万多平米的南
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集
聚平台，率先成立了嘉兴市首个文
化产业引导基金。
此次洽谈会上，共签约国际纪

录片产业生态城、绿幕影视产业
园、浙江中财国兴文化产业基金等
共 27个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总额
超 110亿元。其中，来自上海的项
目有 6个，来自北京的项目有 5
个。
会上还为“中国电视节目衍生
品开发交易平台”“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编剧（平湖）创作基地”
“中国
大陆桥纪录片（海外）版权交易平
台”
“浙江省影视创作产业基地”
“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平湖）基
地”
“ 平沪文化产业服务中心”6个
重点基地进行了揭牌，并聘请了 10
位文化产业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
实业家担任平湖市文化产业发展
高级顾问。
平湖（国际）影视生态圈是以

影视产业链为主轴，基础维度、金
融维度、推广维度、人才维度、技术
维度、政策维度和行业维度共七个
维度相支撑而形成的自然、融合、
良性、顺畅的生态闭环。影视产业
链包括影视文编、影视前期 （服、
化、道）、影视拍摄、影视特效、后期
制作、影视版权交易以及衍生品开
发（影游联动、影娱联动）等环节。
平湖（国际）影视生态圈的目
标是三年内建成国家级拍摄景地
1个、国家级影视产业园区 2个、
国家级影视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2
个。通过影视生态圈的培育发展，
把平湖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有较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影视文化产
业集聚基地，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
特约记者 莫云
级的重要引擎。

中科院
“醛分解”
系列净
化器在上海正式发布
5月 31日，在第四届上海国
际空气新风展展会现场，中科同
德召开了“醛分解”空气净化器系
列新品发布会，来自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郑煜铭教授为
到场嘉宾做了 《室内空气污染物
来源、危害与防治》的主题报告。
参展的 z
er
oi
ot系列空气净化器
应用了三项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的最新科研成果，分别是甲醛
室温催化分解技术、臭氧室温催
化分解技术，以及高压静电纺丝
纳米纤维技术，能够持久分解室
内空气中的甲醛及臭氧，对 PM2.
5及细菌、病毒、花粉等颗粒污染
物能够进行高效拦截。

党总支书记魏瑛说，
“音乐会、打击

2018年 5月 25日是一年
一度的“全球朗格多克葡萄酒

全球共庆朗格多克日
日”。在中国的北京、上海、
广州
三个城市，葡萄酒爱好者们度
过了一个特别的葡萄酒节，共
同分享葡萄酒带来的快乐。此
外，除了北上广三个城市，由朗
格多克法定产区葡萄酒监管委

2018年 是 全 球 朗 格 多 克
日第二次登陆中国。当日，
法国
驻华大使馆商务投资处农业、

CI
VL总 经 理 Jer
omeVi
l
l
ar
et
先生介绍说，朗格多克葡萄酒
产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

员会（CI
VL
）主办的“全球朗格
多克日 -LanguedocDay
”在欧
洲、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城
市都举办了庆祝活动。

食品部参赞骆朗先生、CI
VL总
经 理 Jer
omeVi
l
l
a
r
et先 生 、知
名葡萄酒作家、讲师林殿理先
生以及多家媒体出席了活动。

当地酒农辛勤劳作希望把高品
质的产品带给消费者。对他们
来说，葡萄酒就是带来快乐和
王映浤
幸福的一种媒介。

以葡萄酒之名分享快乐

全球首家获得官方授
权的阿森纳体育主题俱乐
部，定位于体育主题餐饮
会所的旗舰店将于六月开
业。该俱乐部位于圆明园
路 185号洛克外滩源兰心
大楼底座和二层。在推出
新一季系列英超比赛前，
这里将全景式展现今夏世
界杯足球赛的盛况。该俱
乐部让中国球迷在具有阿
森纳特色的环境中畅饮，
透过影院级大屏幕，享受
阿森纳足球比赛的精彩瞬
间。俱乐部内还将呈现独
一无二、栩栩如生的球星
3D全息影像，并售卖各类
有阿森纳签名的纪念品。
上海阿森纳俱乐部将由获
得阿森纳大中华地区独家
授权的赛宏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运营，并计划今
夏在北京开办第二家阿森
王映浤
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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