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自主研发第三代保鲜技术，冰温保鲜可达两个月以上

船载冰箱让蔬果在不同冰点“冬眠”

是不是感觉进口蔬果很贵？像智利樱桃那
样从南美反季节空运而来， 全程冷链物流，成
本之高可以想象。如果走海路，第一代普通冷
藏集装箱保鲜期小于两周，第二代充氮等形式
的气调冷藏集装箱也只有 1个月左右保鲜期。

有没有更保鲜、更保险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在崇明长兴岛， 近 20条科考船的实际使
用者近日上岛，在中船重工七〇四研究所基地
发现：通过军民融合自主研发，代表第三代保
鲜技术的冰温保鲜集装箱诞生了。带上这样的
“船载冰箱”，可以让不同蔬果在各自冰点条件
下“冬眠”，至少两个月都保鲜如初。这不仅能
让执行远洋任务的船员在海上吃到新鲜蔬果，

也能让百姓吃上更经济实惠的海运进口蔬果。

“零度保鲜”精准细分冰温点
冰温带是指 0℃以下、 冻结点以上的温度

区间。每种蔬菜的冰点温度稍有差异，如豆角
的冰温点是-2?，而白菜是-1.5?、番茄-0.9?、

生菜-0.4?。在这个温度区间内，蔬菜细胞内的

水分形成一种不冻液， 细胞进入冬眠状态，保
鲜时间随之延长。而常规冷藏集装箱，温度控
制精度低，容易过冷或过热。冰温保鲜集装箱
送风均匀无死角，可将环境温度精确控制在特
定蔬果的冰温带，整体控温精度达±0.5?。

这种创新保鲜模式，不同于日本通常采用
的较高成本气调保鲜柜，将蔬果直接充氮分装
储存。七〇四研究所热工环境部民品负责人李
正谋说，气调保鲜其实运用的是惰性气体使蔬
果窒息的原理。相比之下，冰温保鲜集装箱对
蔬果保鲜更安全，存取货时不必担心气体泄露
造成人员窒息等。

箱内57天还能保持鲜嫩水灵
对于海员而言，最不稀罕的是海鲜，最稀

罕的是蔬菜。在没有冰鲜储藏的条件下，离港
后五天或一周，或许还有随船携带的新鲜蔬果
可吃；再往后去，每天主菜就变为冻肉、罐头
等，唯一能耐久的“菜”只剩土豆。

在海洋研究领域，我国深潜作业母船“探索
一号”已携冰温保鲜集装箱完成 10个航次的任
务。在试验中，青菜与芹菜在箱内 57天时，还保

持着与码头上差不多的鲜嫩水
灵。 这弥补了中国远海船舶补给
港少、补给链短的问题。科研人员
还在进一步攻关， 将冰温保鲜期
纪录刷新至 75天，甚至 100天。

相比冷库形式，与标准集装
箱尺寸一模一样的冰温保鲜系
统，能更灵活地按需配置，现已开
始先期向国家自然资源部海洋二
所提供设备， 并进一步造福远洋
科考队员和随船科学家， 以及岛
礁建设者、偏远地区驻守者等。

打通各环节实现全冰温冷链
这种集装箱式的移动冷库插电即用，吊

运、装卸过程中即使断电，也能维持半个小时
的恒温效果。 这意味着能将蔬果从田头采摘、

运输、转驳、进库、出库甚至到用户餐桌的各个
环节打通，使全冰温冷链成为可能。

我国南海岛礁、 西部边疆难以栽培蔬果，

也无法频繁补给，当地军民的绿叶菜通常在补
给后的一周内被食用完毕。使用冰温保鲜集装

箱，可一次性大量补给原先无法长时间保存的
蔬果。另一应用场景是包括海南三沙等的新兴
岛礁旅游。作为旅游业配套，小岛如配上冰温
保鲜集装箱， 补给船往返次数可减少一半以
上，大大降低成本。此外，比冰温保鲜集装箱更
灵活的还有冰温保鲜货架， 包括大型商超在
内，可在普通冷库内营造小区域的冰温保鲜环
境， 更经济便利地实现传统冷库加装改装。任
凭冷库内温度变化，冰温保鲜货架内的温度波
动始终控制在±0.5?。

两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获批开业
进一步丰富机构投资者队伍

本报讯 （记者 张杨）中国银保监会昨天宣布，

已批准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建信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开业。

银保监会称，银行理财子公司开业将进一步丰
富机构投资者队伍，通过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理财
产品，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提供更多新增资金，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多样化
需求。其他批准设立的理财子公司也在抓紧推进开
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另外，还有多家商业银行的设
立申请已获受理。

去年出台的资管新规明确，商业银行应设立具
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此
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 5家国有大行，以及光大银行、招商银行 2 家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相继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不少
城商行、农商行也在计划成立理财子公司。

今日看点立体绿化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沿口绿化和棚架绿化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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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享局级离休干部、原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纪委书记
傅润生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年 5

月 21日 9时 15分在新华医院逝世， 享年
92岁。

兹定于 2019年 5月 23日（星期四）14
时 30分，在上海市宝兴殡仪馆（西宝兴路
833号） 三楼鹤园厅举行傅润生同志遗体
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傅润生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2019年 5月 22日

讣 告
慈母王梅格，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上海生物制品

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离休干部，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

年 5月 12日 9时 35分在上海市华东医院不幸逝世，享
年 86岁。

现定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13 时 40 分在上海龙华
殡仪馆云瀚厅举行告别仪式，且安放于上海市龙华烈士
陵园。

慈母住院期间对各位领导、战友、亲朋好友及医护人
员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感谢！

伊璜
沪光 率 亲属泣告
沪生

2019年 5月 22日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绿色生态需求？申城瞄准“城市第五空间”

到2020年新增200万平方米立体绿化
在城市绿道横向建立广袤的生态网络

之外，立体绿化也从纵向构建起一张城市绿
网。记者获悉，由原天山电影院改建成的虹
桥艺术中心， 将在其屋顶建设一座空中花
园，建成后将成为市中心又一处“商旅文绿”

结合的市民活动新地标。

根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

到 2020 年上海将新增立体绿化网络空间
200万平方米以上。 当城市中心的建设空间
越发捉襟见肘，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绿色生
态需求，代表了“城市第五空间”的立体绿化
无疑是重要的突破口。

近80种植物藏身建筑各角落
虹桥艺术中心建于 2016年，初建时并未

栽种立体绿化。如今在顶楼打造的，是一座集
屋顶绿化、墙面绿化、沿口绿化为一体的复合
型花园式立体绿化系统。 长宁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介绍， 虹桥艺术中心屋顶花园分东西
两部分，通过人行阶梯串联，总面积达 1200

平方米。其中，西面屋顶多用简约的草坪，减
少屋顶设备对周边居民区的影响。 东面屋顶
是供人休憩的花园， 通过格栅屏风、 垂直绿
化、木质露台等打造出宜人的景观空间。这一
屋顶花园最快将于今年上半年建成。

打造立体绿化，长宁早已开始探索，2013

年建成的长宁区工人文化宫屋顶花园是最早
的立体绿化项目之一。 位于愚园路上的工人
文化宫拥有总面积2400平方米的立体绿化，

分布在屋顶、外墙和建筑外沿，近80种植物藏
身于建筑各个角落。站在屋顶，身边被大片草
坪和低矮藤蔓围绕； 从周边高耸的商务楼俯
瞰文化宫，一年四季都有层层叠叠、不同深浅
的绿色映入眼帘，称得上“万楼丛中一点绿”。

相较于通过后天改良增设立体绿化的长
宁工人文化宫， 建设之初就将立体绿化纳入
规划的金虹桥国际中心可算一个理想案例。

金虹桥的立体绿化涵盖商场和商务楼， 总面
积 5500平方米，是上海最大的空中绿化项目
之一。与一般立体绿化多为草坪、低矮灌木不
同， 金虹桥空中绿化体系共栽种了 175株大
乔木、190 多株大灌木和约 3000 株藤本植
物。走进庭院结构的商场区域，种植在每层楼
围栏处的沿口绿化微微低垂， 令商场宛若一
座自然雨林。商场屋顶花园种植了银杏、红枫
等变色树种，还有小桥流水景观供人观赏。

智能系统、新材料防漏水
立体绿化主要包括屋顶绿化、 垂直绿

化、沿口绿化和棚架绿化等类型。不与自然
土层相连且高出地面 1.5米以上的花园、植
物组合、草坪，都是立体绿化。

立体绿化最让人担心的是防水。记者日
前探访了位于云雾山路39号的长宁区公共卫
生中心，在其屋顶花园，翠绿的草坪、娇艳的
鲜花、精致的花架、层次鲜明的观叶植物，仿
若城中仙境。 但一年前这里只是一片光秃秃
的屋顶， 除了时不时发出低沉轰鸣声的空调
外机，只有泛着金属光泽的普通防水涂层。

去年 4月，长宁区着手对卫生中心屋顶
进行立体绿化改造， 为期三个月的施工中，

历时最久的就是屋顶防水结构改造。这里采
用德国进口的沥青铜离子阻根防水材料，金
属离子能阻挡植物根系，防止其渗透水泥板
造成屋顶漏水，使用时长可达 10 年。此外，

屋顶铺设的火山岩、鹅卵石等透水铺装可实
现快速渗水，由轻质营养土和黏土调配的专
用种植土，能在降低屋顶负荷的同时保持土
壤含水量，让植物健康生长。此前制造噪音
的空调外机， 被种植了爬藤植物的围栏包
裹，既阻挡噪音，还提升了“颜值”。

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有意增设立体绿化
的楼宇和企业都担心漏水。对此，曾参与衡山
坊、诺华上海园区景观的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景
观与规划合伙人郭怡妦表示， 从技术发展来
看，防渗水已不是难题，但有时造成屋顶绿化
渗漏水的原因并非防水膜“不靠谱”，而是防水
系统老化，或是选取的植物有偏差。一些根系
钻透力强的植物， 比如竹子就不适合种在屋
顶，它们的根系会破坏防水膜，有漏水隐患。

养护及管理需要绣花功夫
建设成本和养护成本，也是阻碍部分楼宇

尝试立体绿化的主要原因。郭怡妦说，立体绿
化建设成本跨度范围大， 从基础的每平方米
200至 300元， 到每平方米 3000元以上不等，

墙面垂直绿化的成本通常高于屋顶绿化。“如
果用最简单的爬藤或悬垂植物，拉几根绳子设
计好爬行路线， 几年内就能获得一片绿墙，花
费少，但耗时长。”

对商业地产开发商来说，虽同等面积的立
体绿化造价比地面绿化高数倍，但相比盖房子
获得的经济效益，用立体绿化来平衡建设空间
和绿化面积，仍是实惠的。后期养护、安全管
理，才是地产商更多考虑的问题。在金虹桥商
场， 构成屋顶花园生机勃勃的一大功臣是泥

土，一种山泥或湖泥混合而成的营养土，后期
维护无需再大量补充营养液。但这些“原生态”

泥土的缺点是重， 对建筑顶部的承重要求更
高，因而更常见于新建的商业地产。此外，植物
在屋顶的种植位置也有讲究，甚至能影响建筑
安全。 金虹桥商场的屋顶花园有高大乔木，为
此商场楼板承重达到普通楼板重量的 10 倍，

并采用拉震结构分散大树的重量。

“这里每棵树都有编码，都标记了位置，越
大的树越要种在房屋承重点上。” 长宁区绿化
管理事务中心相关人员郭剑霆指着最高大的
一棵乔木说，这棵树底下就是商场一处重要承
重点，而每棵树的点位布局，均已在商场规划
时就完成计算。

建立体绿化先要完善机制
目前，城市立体绿化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业主单位单独管理， 另一种是业主与绿
化部门共同管理。但在实际协调中，许多看似微
小的细节都可能决定立体绿化推进的成败。记
者采访时就有企业担心屋顶绿化占用空调外机
空间。“大家对立体绿化有些误解， 以为必须覆
盖整片屋顶或整堵墙。”郭怡妦说，空调外机等
设备完全可与立体绿化并存。 建造立体绿化的
初衷是增加绿量，不应造成建筑的功能困扰。

然而，鼓励更多社会机构参与立体绿化建
设，机制完善尤为重要。在新加坡、日本等地，

立体绿化可通过相应百分比折算为商业空间
绿化率。对于土地资源紧张，但确实需要建设
空间的开发商来说，立体绿化就成为非常有效
的替代方案。上海在这方面已有所考量，不仅
连续四年将立体绿化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还
在《上海市绿化条例》中明确立体绿化的建设
责任、义务和权利。上海新建公共建筑以及改
扩建中心城区内既有公共建筑时，应对高度不
超过五十米的平屋顶实施绿化。2017年， 上海
首次将立体绿化纳入建筑节能项目专项扶持
范围， 单个示范项目最高可获 600万元补贴，

如草坪的扶持资金为每平方米 50元， 较复杂
的屋顶花园为每平方米 200元。

不过，相较最终的投入成本，扶持资金的占
比并不算高。 怎样才能真正打消企业改造立体
绿化的顾虑？专家认为，立体绿化中常见的时令
花卉、草坪和修剪型灌木的维护成本都不低，爬
藤或悬垂植物、 耐候性强且养护需求低的草甸
等都是经济适用型的选择。此外，设计时就充分
考虑养护成本， 根据建筑功能选择最适当的植
物和灌溉方案，改造立体绿化并非难事。

■本报记者 舒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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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

距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只有不到两个月
时间。昨天，记者跟随松江区
城管执法队员对学校和住宅
小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抽查。

其中， 信达·蓝爵小区因生活
垃圾分类不到位被责令整改。

垃圾箱房不达标
信达·蓝爵小区今年入选

松江区“定时定点分类扫码投
放垃圾”示范小区。在小区醒
目位置，设立了垃圾分类收集
亭并配备四分类垃圾桶，但走
进紧邻的垃圾箱房，里面却有
点糟。 数十只垃圾桶紧密排
列， 没有张贴明显的分类标
识，也没有按四分类标准设置
收集容器。城管执法队员打开
一只垃圾桶，发现属于干垃圾
的废弃塑料和属于湿垃圾的
果壳混装在一起。垃圾箱房一
角还堆满尚未分类的废弃物。

根据 2014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办法》，信达·蓝爵小
区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

未按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容器，物业方“上海万科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被城管执
法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物业管
理负责人回应，此前并不了解
垃圾箱房要按四分类标准设
置垃圾收集容器，将针对问题
立即整改。但她坦言，小区住
户近 1280户， 高峰时居民达
8000 人，租户占比高、流动人
口多，要马上纠正居民习惯有
一定困难。接下来，物业将加
大二次分拣力度，并在 6月正
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松江区中山街道黄渡浜
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信
达·蓝爵小区已成为松江区生
活垃圾分类的示范小区，6月起将上门向居民发放
“撤桶告知单”并征询居民意见，撤除目前设置在 31

栋住宅底层的干、湿垃圾桶，规划设置 5 个定时定
点投放点位。

执法检查同时进行普法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局获悉，今年以来，上海城

管执法系统加大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力度，截至
5月 20日， 共依法查处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642起，

处罚金额 27.5万元。其中查处未按规定设置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案件占比高达 75.1%、未按规定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案件占比 19.5%、随意堆放抛洒倾
倒生活垃圾案件占 3.9%、其他案件占比 1.5%。

执法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松江区城管执法局副
局长朱海鹰说，在 7月 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施前，松江区将重点检查问题高发、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包括商场、大型超市、农贸市场、大
型餐饮、中小学校、大学城、医院等。不过，垃圾分类
涉及面广量大，执法处罚存在难点，光靠“开罚单”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管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
同时，会以实际执法案例进行普法，提高公众生活
垃圾分类意识。

松江区中山二小校长曹伟珍表示，城管部门、街
道会定期到学校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科普宣讲。目
前，学生、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已能做到正确分类。

■本报记者 徐瑞哲

▲“探索一号”上的冰温保鲜集装箱。

荩冰温保鲜 57天的芹菜依旧水灵。

（均 资料）

长宁区公共卫生中心的屋顶绿化。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