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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星期一

09：01：47《茸城之光398》（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15》（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6：50：00《狂野瞬间》（65）（首播）
17：00：00《中国之最》（27）（首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建设者

之歌6》
18：17：00《松江警务报道》（385）（首播）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3－4）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15-16）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17）

9月28日 星期二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09：20：00《我们正年轻》（24）（首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16》（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筑梦1》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5－6）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18-19）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0）

9月29日 星期三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17》（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筑梦2》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7－8）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1-22）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3）

9月30日 星期四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18》（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开国记

忆1》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9－10）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4-25）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6）

10月1日 星期五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19》（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开国记

忆2》
18：17：00《松江警务报道》（386）（首播）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11－12）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7-28）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 《空天战队之星兽大战》

10月2日 星期六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20》（首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开国记

忆3》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13－14）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一周新闻集锦》（首播）
19：47：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29-30）
21：30：00《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陵水遥》

10月3日 星期日

09：01：47《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12：00：00《狂野瞬间》（65）
12：12：00 纪录片《党史故事21》（首播）
17：17：00 专题片《共同的红色记忆——开国记

忆4》
18：30：00 经典动漫《金刚山猫侠》（15－16）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茸城之光399》（首播）
20：02：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31-32）
21：40：00《茸城之光399》（重播）
22：12：00 连续剧《锻刀之绝地重生》（33）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近日，位于经开区的路博润特种

化工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路博润公司”）被市商务委认定为外

资研发中心。至此，经开区外资研发

中心总数增至21家。

路博润公司是路博润集团先进材

料业务板块的全资子公司，于2004年2
月成立并开始建设，扎根松江 17 年。

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创

新应用开发，该公司不断增资增能，成

为集团重要的生产、研发基地。得益

于持续的研发投入以及经开区优质的

“店小二”服务，今年1至6月，该公司营

收增幅超20%。

为进一步提升深入开拓中国市场的

能力，路博润集团决定在松江工厂新设

研发中心。新研发中心包含目前已设立

的 TPU 材料实验室、高性能涂料实验

室、个人及家居护理业务实验室、生命科

学业务实验室四大研发部门，以及新拟

建的路博润润滑油添加剂研发中心。

作为路博润集团全球研发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路博润润滑油添加剂

研发中心将主要面向中国汽车市场，

负责包括燃油车、混合动力车、新能源

车在内的添加剂解决方案的研发、设

计以及测试等工作，提供更贴近市场、

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延长

车辆使用寿命、降低排放。

聚焦创新驱动，经开区以一流的

营商环境和积极主动的“店小二”服

务，坚定了外资企业扎根松江发展的

决心和信心。新业态、新工厂、新研发

中心的接连落地，为经开区发展增添

了巨大的活力与动力。

今年 1至 8月，经开区利用外资工

作取得可喜成绩，外资总投资、合同外

资、到位资金呈现“三升”态势：实现外

资项目总投资 14.93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实现合同外资 13.2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97.8%；实现到位资金 4.03 亿

美元，同比增长529.6%。

外资企业落址经开区、在松投资的

热情不减，不仅体现了外资企业对松江

营商环境不断提升的认可，更是对中国

经济未来的长期看好。经开区表示，将

继续积极推动区级总部配套政策落地，

促进外资与本土创新元素加速融合，在

上海聚焦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中，贡献更多

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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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上海

霞满云间公益发展中心一同开展“智

能时代 让老年人银发畅行”主题活

动。本期《直播松江》栏目邀请到了上

海银行市南分行养老金融团队负责人

郁春花、上海银行松江支行养老金融

专员姚宗滔和上海霞满云间公益发展

中心副主任周会兰，和大家一起谈谈

智能时代为老服务的那些事。

据了解，目前松江区 60 岁以上户

籍人口达20.1万，约占到户籍人口总数

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很多人未接触过

互联网，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上海银行市南分行养老金融团队

负责人郁春花表示，银行网点在继续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保留传统纸质方式

的同时，连续多年招募老年志愿者，通

过以老带老的形式指导老年客户使用

自助机器和智能服务渠道。目前，这

支志愿者队伍已经成为上海银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上海银行松江支行养老金融专

员姚宗滔是“长者数字生活随申学”

项目的一名讲师。该项目聚焦涉及

老年人生活、办事和享受养老服务的

高频事项，主要包括就医、出行、亮

码、扫码、聊天、缴费、购物、文娱、用

机、安全等应用场景，通过开展针对

老年人的学习智能手机应用培训和

帮办服务，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

术方面遇到的困难，提升老年人数字

化应用技能。“今年 4 至 6 月，我们受

委托，和霞满云间公益发展中心一同

对 17 个街镇的老伙伴志愿者进行了

智能手机课程的培训。目前我们在

做第二阶段的培训，7 至 9 月深入到

老年协会、为老服务中心、社区日照

中心、敬老院、村委会、居委会，把智

能技术运用知识教给协会核心会员、

活力老人、护工、社区工作者们。”

除了“长者数字生活随申学”项

目，上海霞满云间公益发展中心副主

任周会兰表示，目前中心还推出了“小

康助手智能 AI 机器人”“互联网 5G 诊

室”“机器人智慧养老模式”“居家养老

智慧检测系统”四大科技助老项目。

其中“小康助手智能 AI 机器人”可与

人交互并进行中医诊断，提供血压、血

糖、体质检测和健康咨询等服务。在

“互联网 5G诊室”，老年人不用出门就

可以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进行

面对面诊疗，并且纳入医保结算，可以

进行线上医保报销、开具发票。“机器

人智慧养老模式”则是通过人工智能赋

能养老，一定程度上协助护理员完成工

作，减轻护理员的照护压力，最大程度

帮助老年人保持和恢复社会功能，并给

予精神慰藉，让老年人拥有积极健康、

充满乐趣的生活。此外，居家养老智慧

监测系统是指老年人穿戴监测设备，并

在所在环境安装智能监测设备，构建实

时监测、智能预警的功能。

民生访谈节目《直播松江》播出时

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 10：00-11：

00，欢迎拨打热线电话37683768，或进

入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松江人民广播

电 台 ，锁 定《直 播 松

江》，或进入上海松江

客户端，点击云电台

之《直播松江》留言、

互动。

文字、音频、图片|
詹晓珍、胡婉媛

真香！是时候来一袋糖炒栗子了！
秋微凉，栗飘香，松江今秋的新栗

子 这 两 天 已 经 开 炒 了 。“ 暖 fufu 甜

mimi”的秋日限定美味喷香出炉！

9月 15日下午，

走近位于庙前

街 83 号 的

鑫栗王总

店，阵阵

甜 香 便

扑面而

来。一大筐刚出炉的糖炒栗子倒入柜

台，氤氲着桂花与焦糖的诱人气味，过

路市民闻香驻足，纷纷买上一袋尝鲜。

“价格涨了吗？”“没涨！26块 8一

斤，和去年一样。”还没等店员开口，一

名老顾客快速“抢答”。

重糖桂花、粒粒生炒，一锅栗子要

炒足 40 分钟。刚出炉的栗子特别好

剥，稍用力一捏，“嘭”一下，金黄饱满

的栗肉就出来了，一口一个，好吃得停

不下来。

“糖炒栗子冷热都好吃，不过

松江人偏爱趁热吃，看着油亮、

闻着香，更能勾起食欲！”店员一

边给顾客称栗子，一边介绍道。

鑫栗王所选用的是驰名中外的板

栗名品——迁西板栗，个头不大，富

有光泽，内皮易剥，口感细腻粘软，味

道甘甜芳香。

据了解，为了保证栗子的甜度，鑫

栗王 8 月就已经开始在河北收购新

栗，装车运回松江后放入冷库贮藏。

经过半个月的“糖化”，新栗的甜度大

大提升。

糖炒栗子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

前，还要经过店内“老法师”们的严苛

筛选。“生栗筛三遍，熟栗筛三遍，保证

消费者购买到的鑫栗王糖炒栗子颗颗

饱满香甜。”店员说。

除了糖炒栗子、甘栗仁等“王牌产

品”外，烤红薯、瓜子、山楂等产品也深

受消费者欢迎。

选用甜到流蜜的“烟薯 25 号”，配

合紫砂缸、果木炭现烤工艺制作的烤

红薯也是鑫栗王的秋冬季“爆款”。“烟

薯25号”含水量比普通薯类更大，甜度

更高。刚出炉的烤红薯冒着“糖油”，

撕开焦香的外皮，橙红色的红薯色泽

诱人、绵密细嫩、丝络极少、入口即化，

滋味甜如蜜。

金秋时节秋味浓，糖炒栗子烤红

薯；美食下肚，正是此

时最熨帖的享受。

文字：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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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让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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