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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研究
进入“2.0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
对大脑的研究日渐成为可能。探
索人类大脑，从关注成人大脑的
1.0时期，发展到全生命阶段的
2.0时期，其中，婴幼儿小大脑的
研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近日，
在上海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胎儿医
学大会上，“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健
康”成为广受关注的跨学科专题。

相关研究表明，在婴幼儿神
经元网络化的发育中，营养起到
关键性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
妇幼分会主任委员、营养学教授
汪之顼认为，神经元网络化需要
多种关键营养的支持。

据悉，由于与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有着共同的科学使命和
专业严谨的态度，惠氏营养品被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选为唯一
全球婴幼儿营养合作伙伴。在
今后的4年里，惠氏营养品将与
婴幼儿脑连接组计划的顶尖脑
科学家们共同探索0-5岁婴幼
儿大脑蓝图。

惠氏营养科学中心首席执
行官白满喜博士表示：“通过这
项研究，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婴
幼儿大脑发育的成果是至关重
要的。研究数据将揭示大脑发
育的未知秘密，帮助我们找到确
保婴幼儿从出生前到早期正常
发育的方法，实现持续科学创新
的承诺，使未来的婴幼儿和儿童
更健康。” 青年报 王霞

OSIM解密
“美腿小心机”

近日，OSIM（傲胜）为其新品
“OSIM uStiletto 高跟妹妹”举
行沪上体验会，来自全国的多家
媒体和嘉宾受邀参加。凭借为
广大高跟鞋爱好者打造的“美
腿”功能和华丽多变的造型，

“OSIM uStiletto 高跟妹妹”美
腿机俘获了在场嘉宾的瞩目，经
过数年研发，OSIM特别针对“美
丽的高跟鞋爱好者”，量身打造
出“全新的美腿机”，搭配创新专
利技术，迅速舒缓使用高跟鞋后
的不适。

高跟妹妹搭配了OSIM创新
的专利技术“S-Tone 美腿气
压”，大幅提升舒适度，而强劲的
包覆气压按摩，更能放松因高跟
鞋造成的肌肉酸疼和僵硬。按
摩程序方面，OSIM 特别邀请日
本按摩专家“佐藤毅”先生，设计
有5款自动按摩程序，来迎合不
同群体的需求。

现场，OSIM 还颠覆人们对
“剩女”的传统认知，提出了全新
的“胜女”理念，让钟情于高跟鞋
的胜女们大胆表达自我，绽放自
信魅力。这场由 OSIM 掀起的

“我是胜女”时尚旋风，更是受到
了网络人气博主包括知性女作
家苏芩、可爱漫画家丁一晨、爱
家达人可涵和玉米酱罐头的积
极响应。 青年报 王霞

上海电信联手上海联通推六模全网通终端

落实提速降费“一部手机惠用户”
如果将通信网络比作交通网，那么手机就相当于“车”。
“提速降费不应该仅仅解决道路宽不宽，高速路费贵不贵，还应该让‘车’的售价越来越便宜。”近

日，上海电信与上海联通在“落实提速降费，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行动发布会暨全网通终端‘众筹’会”
上，共同发布提速降费相关举措。同时，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联合行动计划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以期实
现“一部手机惠人民”。 青年报 王霞

■资讯

2017“新一线”城市排行榜发布

青年报 王霞

消费升级的浪潮下，零售
业线上线下融合的速度也在加
快。近日，沃尔玛宣布，已完成
成都地区现有门店的升级改
造，计划在今年升级全国50家
门店。同时，沃尔玛还将与京
东到家和京东商城深度合作，
通过O2O平台的线上流量带动
以及仓储物流网络，为更多顾
客提供便捷的线上购物体验。

“流量、效率和用户运营这
3件事，一直是现今中国传统零

售企业实现转型的难点。”业内
专家刘旷曾表示，“线上平台不
仅可以帮助线下传统零售商进
行更好的用户管理和针对性运
营，同时还能给实体零售商制
定更精准的用户营销策略。”

据了解，升级后的沃尔玛
门店对京东到家专门拣货区的
陈列进行了优化——挑选出线
上订购频率较高的商品品类，
集中放置一定数量在拣货区，
从而缩短这些商品的拣货路
线，提高拣货效率。配合此前
京东到家与沃尔玛共同开发的

捡货、配送系统，能最大限度的
减少用户线上下单的等待时
间。同时，通过达达的即时配
送能力接入，确保商品在1小时
内即可送达用户手中。

同时，沃尔玛门店的库存
优化和用户连接互动也相应得
到提升与改善。用户只要在京
东到家上购买一次沃尔玛门店
的商品，或者关注门店，就能自
动成为粉丝，门店的优惠活动
和优惠券随后可实时推送到用
户手机上。

达达-京东到家CEO蒯佳祺

表示：“与沃尔玛的强强合作是
推进我们零售赋能战略的重要
一步。通过合作，我们让更多
用户体会到了高质量和便捷的
服务。可以预期，2017年我们
与沃尔玛的合作会更加高效，
带来更多的创新实践，以更快
的速度实现业务的大幅增长。”

自去年10月份正式宣布合
作以来，京东到家与沃尔玛之间
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目前，深
圳、广州、北京、上海、成都、武
汉、南京和重庆等地的沃尔玛门
店都陆续独家入驻京东到家。

青年报 王霞

“中国城市的进化并不是
只有一条确定的道路，沿着自
己最擅长的轨迹，才会成为人
们心中那个特别的城市。”

近日，“新一线城市研究
所”在沪发布《2017中国城市商
业魅力排行榜》，成都、杭州、武
汉、南京、重庆、天津、苏州、西
安、长沙、沈阳、青岛、郑州、大
连、东莞、宁波15座城市依次上
榜。

相较于2016年度榜单，新
1年的15个“新一线”城市席次
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成都、
杭州、武汉依旧包揽前3甲，正
迅速接近“第一集团”；而郑州、
东莞新晋入榜；苏州跃升明显，
进入前10；厦门和无锡则降为
二线城市。

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透
露，新榜单根据最新1年的160
个品牌商业数据以及美团大众
点评数据研究院、飞常准、京
东、饿了么、淘宝网等平台的开

放环境数据中心，以及高德地
图交通大数据等17家互联网公
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
综合考评而成，沿用上一年的
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
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
性和未来可塑性5大指标，邀请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
为其权重赋值，以专家打分法
的方式计入评分体系，并在二
级指标以下的数据中分析采用
了主成分分析法客观赋权，为
338个中国城市再分级。

榜单包含4个一线城市、15
个“新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
市、70个三线城市、90个四线城
市和129个五线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新一
线城市研究所在算法和权重上
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国城市商
业魅力指数”成为亮点。其中，
商业资源集聚度指数、城市枢
纽性指数、城市人活跃度指数、
生活方式多样性指数和未来可
塑性指数分别作为细化标准被
列入权重考量范畴。

“5·17电信日”已过去，但
“提速降费”的热潮仍旧在持
续。

近日，上海电信对外公布
其2017年“提速降费”落实8项
举措。在手机资费方面，力争
早日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
漫游费，并大幅下调国际及港
澳台长途通话资费，发力“全网
通”，切实提高用户实惠。与此
同时，在上海10大商圈提供“4G
流量免费用”业务，让全城免费
使用ChinaNet Wi-Fi。

针对流量使用量较大的用
户，上海电信推出全新“本地流
量不限量”套餐，用户每月支付
99元即可畅享本地无限流量。
今年5月17日，上海电信提供
的“10 元 10GB 百兆宽带用户
享特权”服务也初见成效，截至
目前，已有超过 1 万用户领取

“特权”。
此外，在降低中小企业信

息化投入成本、助推“创新创
业”发展方面，上海电信针对中
小企业的“提速降费”再加码，
展开涵盖专线及普通光宽带用
户的新一期中小企业宽带提速
降费。

为进一步扩大“提速降费”
的普惠范围，近日，上海电信还

联手上海联通共同发布提速降
费相关举措，以及推广六模全
网通终端联合行动计划。

“全网通是指同时支持LTE、
CDMA、TD-SCDMA、WCDMA、GSM的
6模双卡多待终端，用户可以自
由选择移动、电信和联通3家运
营商使用。”上海电信总经理马
益民表示，“同时，用户的手机消
费支出也会随之降低。据统计，
2016年消费者购买4G手机支出
减少约180亿元。”

与此同时，六模全网通手
机还可以促进运营商更加聚焦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网
络、更优质的服务、更优惠的资
费，以及产业链的共提升。

目前，包括华为、OPPO、VI-
VO、小米在内的全部国内手机厂
商以及苹果、三星为代表的国
外手机厂商，均已推出700余款
六模全网通手机，市场份额从
2015年的20%提高到2017年一
季度75%。

1年来，上海六模全网通手
机销量达到1080万部，销售占
比达到 80%，占 4G 手机销量约
84%，六模全网通已成为市场主
流，实现“增规模促发展”。“中
国标准”也加大了“走出去”的
步伐。

上海电信党委书记、总经
理马益民与上海联通党委书
记、总经理沈洪波在讲话中共
同表示，六模全网通手机的推
广“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是落实供给侧改革
的重要举措，将惠及万千用户。

在推广六模全网通终端方
面，上海电信副总经理何剑鸣
与上海联通副总经理戴苓共同
发布联合行动计划，倡议全产
业链“协同开展终端购销，做大
全网通规模，让消费者‘花得

少’；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扩大
服务网点覆盖，让消费者‘买得
到’；全渠道主推‘真’全网通，
提升用户购买体验，让消费者

‘用得好’”。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谢雨琦对产业界全力落实提速
降费政策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
分认可，并表示将“继续营造有
利于上海信息通信行业长期健
康发展的公平环境，积极推动
通用手机国家标准在上海地区
落地”。

“零售赋能”深化线上线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