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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留创计划”项目申报7月20日起启动 狂风吹倒树木 工人冒雨清障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通讯员 何彦羲

近段时间的阴雨天气，导致了部分树木
倒伏。大渡口区八桥镇人大第五小组通过及
时掌握相关信息，保持与当地群众的“互动”，
及时处置多处险情，保障了当地交通与通行
秩序恢复。

前几天，位于凤阳小镇路段的 3棵大树
被风刮倒，严重阻碍了交通，一些摩托车驾驶
员还想从横在路中的树木间穿行。经过联系
园林工人及时处置消除了隐患，凤阳村将加
强对辖区内的斜坡地势、道路植物等方面的
巡逻与管理，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小堞

从两江四岸暂缓开发建设，
到两江四岸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两江四岸一直都是焦点。

5月15日，重庆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邀请渝中区、江
北区、南岸区住建部门和重庆
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对《两江
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实施方
案》进行了解读，为市民描绘两
江四岸的美丽画卷。

到2025年，将两江四岸核心
区基本建设成为传承巴渝文化、
承载乡愁记忆的历史人文风景
眼，体验山环水绕、观览两江汇流

的山水城市会客厅，拓展经济功
能、开启未来发展的商业商务中
心区。

随着两江四岸的崛起，也诞
生了一个个城市封面，一个个立
序城市“世界窗口”的人居住宅。

今日，“两江四岸起风景
城市封面添色彩”手绘地图新
鲜出炉，一个个城市封面跃然
纸上。他们分别是：重庆华侨
城、中国铁建·西派城、世茂·城
市之门、国浩·18T、中国铁建·
西派宸樾、中粮·天悦壹号、万
科·翡翠都会。

“两江四岸”手绘地图出炉
城市封面跃然纸上

随着新生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对于食品
的需求也发生着变化。从老罗直播带货的新选
品，到天猫食品增长的新类别，再到资本瞄准的
新赛道，毫无疑问，代餐食品已经成为这个“健
康”年份中的热点话题。7月8日，第一财经商
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超级零发布了《功
能营养代餐市场消费趋势》，解析功能营养代餐
的四大消费趋势。

年初的一场疫情，让“健康”的价值重新回
归大众，全民健康意识升级成为后疫情时代的
重要趋势。根据CBNData《报告》显示，疫情对
国民生活方式产生的变化中，重要性提升位于
首位的是健康饮食。

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之下，人们对饮食的
便捷性、功能性要求也在同步提升，营养代餐食
品因此走入大众视野。根据CBNData 消费大
数据，最近一年，营养代餐消费市场呈现出快速
增长趋势，消费金额和消费人数增速均突破
50%。

所谓代餐食品，指的是取代部分或全部正
餐的食物，常见的代餐食品分为日常代餐和功
能代餐两大类别。日常代餐主要以替代正餐、
便捷饱腹为目的，如谷物、麦片、饼干、零食等，
这类代餐食品在当前的市场渗透率较高，需求
更加大众化；而功能代餐则以减肥、塑身等功能
性需求为目的，在细分品类上更加多元，如代餐
奶昔、断糖饮食、蛋白能量棒、防弹饮料等等。

从消费人群来看，35岁以下、一二线城市
的年轻女性是功能代餐市场的实力“金主”，其
中95后新新人类的贡献位居C位，消费力不俗
的他们更加乐于尝新，更加愿意通过尝试新潮
的饮食方式来加强对“颜值”和“体型”的管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基地直采宁夏硒砂瓜
在重百新世纪超市上市了！

重庆商报讯 “爱吃西瓜的
重庆市民，有口福了！”近日，由重
百新世纪超市在宁夏种植基地直
采的中卫硒砂瓜在其所有店全面
上市。“此瓜本是天上丹，瑶池会
上筵众仙。”有人将产自全国两大
西瓜产地之一宁夏的中卫硒砂
瓜，与贵州茅台酒、杭州龙井茶并
称，被誉为“瓜中王者”。

宁夏中卫地处降雨量只有20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的
宁夏中部干旱带上，老百姓利用富
含硒元素的砂砾铺在土地上节水、
保墒，探索出一种独特的西瓜种植
方式，结出的瓜个大、味甜，且富含
硒元素，因此被称为“硒砂瓜”。

2019年，中卫硒砂瓜种植面积
达90万亩，打造标准化生产基地
40万亩。早在2018年，“中卫硒砂
瓜”就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保护认定。中卫硒砂瓜还以独特的
生产方式和卓越品质成功打入日
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市场。

中卫硒砂瓜之所以能够享誉
海内外，是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
造就了硒砂瓜含有丰富的营养和
微量元素、具有绝佳的口感以及耐
贮运的优良特性，进而具备了绿
色、有机、奥运特供、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等高大上的形象。

中卫硒砂瓜富含硒元素，硒
含量在0.0026-0.0048毫克/千克，
瓜的总糖含量5.6—9.4克/100克，
维生素C含量6.2—10.5毫克/100
克，被称之为天然绿色保健品。

中卫硒砂瓜虽然好吃，但是要
吃到正宗的中卫硒砂瓜，选瓜的方
法也颇有讲究。据当地瓜农介绍，
一是摸。就是用手摸西瓜底部是
不是有被石头咯的坑坑洼洼的胎
记，这是中卫硒砂瓜最主要的特征
之一。二是看。就是看西瓜皮的
绿纹略显白色，因为中卫硒砂瓜从
种植到成熟期间一直饱受太阳直
射，光照时间充足，西瓜的表面上
稍微会有一点皮白的感觉。三是
品味。品甜度：甜度明显高于一般
西瓜，西瓜汁会粘手；品脆度：明显
又脆又硬还起沙，入口有嚼劲带香
味；品厚度：硒砂瓜皮厚，因为瓜在
生长过程中要与风沙石头抗争，自
然皮厚。另外，中卫硒砂瓜的商标
一年一印，推行一瓜一标，消费者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刮开涂
层取密码，短信查询识别真假。

“全国西瓜超过百万亩种植规
模的只有湖北产区和宁夏产区，而
宁夏产区的中卫硒砂瓜近十几年
来异军突起，已经统治了每年7月
初至9月底的西瓜市场的半壁江
山。”重百新世纪超市生鲜采购部
负责人表示，重庆是最早引进销售
中卫硒砂瓜的城市之一，7月下旬
到8月中旬是中卫硒砂瓜的盛销
期，重百新世纪超市所销售的中卫
硒砂瓜，全部来自重百新世纪超市
宁夏硒砂瓜直采基地。在这期间，
我市广大消费者可在重百新世纪
超市任何一家店买到货真价实的
宁夏中卫硒砂瓜。

近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创新社区传
来一阵欢快的生日歌，一场特别的生日派对
在这里举行。在工作人员安排下，残疾朋友
们聚在一起，吹蜡烛、吃蛋糕、唱歌、送祝福，
集体过生日。

生日会一开始，每位残疾人都戴上了生
日帽，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接下来，参与活
动的4名残疾人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大家互
致问候，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家常。

最后，大家围在一起看着点亮的蜡烛，开
心地唱着生日歌，那洪亮和充满自信的声音，
正是对积极生活的向往，窗外虽然飘着小雨，
但依然掩盖不了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残疾
人罗杰一脸幸福地说：“今年我已经57岁了，
从来没人给我贺生，这次社区为自己过了一
次，会终身难忘。”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举行此次活动主
要是给残疾居民提供交流平台，让他们敞开
心扉交流，这也是对他们生活的关怀。

集体生日会温暖残疾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助力辖区复工复产复学，营造积极健
康的社会文化环境，连日来，大渡口区新山村
街道沪汉社区“扫黄打非”工作点联合大渡口
区文化执法大队、新山村街道文服中心、新山
村街道市场监管所等单位对育才小学、重庆
95中学周边文具书店、网吧、KTV、宾馆酒店
等重点文化场所进行了巡查走访。

“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字迹不清、重影
模糊的书籍，该怎么办呢？”志愿者们利用周
六休息时间深入开展“绿书签”行动，为小学
生普及如何抵制“黄非”有害信息的知识。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通过播放“护苗·网络安
全”系列视频，从“珍爱自己，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远离不良信息，做合格数字小公民；提
高安全意识，网络诈骗不掉坑；拒绝网络欺
凌，不做网络键盘侠；拒绝非法及盗版读物，
清朗阅读环境”等五个方面对孩子们进行宣
传教育。

巡查文化场所营造健康环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通讯员 何静

趋势1
“断糖饮食”风潮兴起

颜值新风下，“冻龄”和“塑
身”是变美的两大核心诉求，“断
糖饮食”的风潮应势兴起。“断糖
饮食”指的是减少或断绝面包、米
饭等高糖食物，让人体消耗自身
脂肪来提供能量，从而达到瘦身
的目的。“断糖”对肌肤的抗糖化
也有帮助，能够防止皮肤的胶原
蛋白和弹力蛋白失去活力，从而
使皮肤达到更年轻的状态。

最近一年，以断糖饮食为机
理的断糖代餐增长可观。在关
于断糖代餐的正向评价中，“口
味”最受重视，“塑身效果”和

“饱腹感”也被重点提及，且显
著高于功能性代餐的整体提及
率。由此可见，身材管理达人
们对代餐产品的功能需求正在
变得更加多元丰富，这一趋势
也推动了功能营养代餐市场的
产品迭代和升级。

趋势2
科学“成分党”涌现

好吃还不胖，“成分党”涌现
除了通过人工断糖来塑身外，易
瘦体质的养成还需要特定的食材
原料和成分来加持。根据《报告》
数据，燕麦类的膳食纤维、菊粉等
改善肠道的天然益生元、协助变
美的胶原蛋白类原料在最近一年
的订单数量增长显著，位列所有
原料消费的榜单前三。此外，淀
粉吸收阻断的豆类、低热0碳的
肉类、代谢快的高活性糖等原料
也呈现出客观的增长空间。

消费者们中涌现出的这些越
买越精的“成分党”，对食物原料
的选择和营养成分的科学配比非
常关注，他们在代餐品类上的尝
试也呈现出多元细分的趋势。举
例来说，蛋白能量棒及代餐套餐
更受年轻、高线城市用户青睐，
95 后们则对低热高蛋白的鸡胸
肉情有独钟。

趋势3

既要好吃还要便携

顺应消费者端的需求升级，代
餐产品在口味、口感上也在不断推
陈出新。以代餐奶昔为例，“奶茶
味”、“巧克力味”的热度空前高涨，
尤其受“奶茶养大”的95后追捧。
这些原本与塑身需求背道而驰的

“高热”风味，如今却被融入进了旨
在“塑身”的功能性代餐产品中，可
见功能代餐市场“招揽”年轻一代
的决心和努力。

总体来说，多种功能代餐的口
味创新趋势主要体现在更加贴合
日常饮食的味觉需求。除了奶昔，
代餐套餐产品中还出现了藤椒鸡
腿肉、酸菜高汤面、辛辣蛋白条和
风味代餐套餐等新式风味。而在包
装和食用方式上，代餐产品呈现出
高颜值、更精致、小包装、轻量化等
显性趋势，“每日一袋，拎包就走”的
代餐方式成为流行，为消费者带来
了更加友好便携的使用体验。

趋势4

单次碎片化转向长期消费

为了科学强化塑身效果，
越来越多的供给端研发出能够
提供一段周期内饮食方案的

“代餐套餐”。CBNData 消费大
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内，代餐套
餐的人均下单次数明显增加，
且 3 日 套 餐 的 订 单 量 占 比 骤
增，消费者需求正在由单次碎
片化的尝新消费转向科学高效
的长期消费。

产品迭代之际，代餐市场的
服务也在同步升级。诸多代餐品
牌纷纷推出“超级售后服务政
策”，除了常规的售前、售后在线
客服咨询，还提供在线营养师咨
询，为消费者的身材管理和日常
饮食提供专业建议。《报告》提
示，2020年线上代餐评论中提及
营养师的评论多为正向评价，其
中85后、90后对营养师的建议关
注度最高。

2020 年重庆市留学人员回
国创业创新支持计划人选申报工
作即将开始！今年是首次开展网
上申报，申报时间从7月20日0:
00－7月26日24:00。从申报程
序来看，分为自主申报、审核推荐
和专家评选环节。

此次申报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留创计划”分为创业类资助
和创新类资助。

如果申报创业类资助，申报人
需要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为企业

法定代表人（非法人企业则应为负
责人），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
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者优先。同
时，所在企业在渝工商登记时间不
超过5年（即2016年1月1日以后
成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
利，项目创新性强，具有市场潜力，
能够吸纳5人以上就业。此外，所
在企业注册资本认缴资金不低于
20万元，申报人占股比不低于30%
（允许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入
股）。申报人诚信守法，无违法犯罪
记录。这些条件须同时具备。

申报创新类资助也要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申报人要取得硕士及
以上学位，回渝工作时间未超过5
年（即 2016年 1月 1日及以后回
国），且创新能力强，有较好培养前
景。此外，申报人与所在单位签订
聘用（劳动）合同，并保证每年在渝
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其所申
报项目具有较好的应用开发前
景，可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具有一定的带动就业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上述申
报条件的人才，在已获得创业创
新项目资助后有新取得发明专利
授权或成果奖励（含获得创业类

项目重点资助）的，或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可
继续申报新的创业创新项目，但
获得资助总次数不超过2次。

“留创计划”将聚焦“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优
先资助先进装备制造、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新材料、现代医学
与前沿生物、清洁能源等领域项目
和贫困地区创业企业、积极吸纳贫
困人口就业的创业企业，优先支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
作用或从事与新型冠状病毒免疫
研究相关的企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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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瓜农在展示硒砂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