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总共享早餐单品超千个

记者在推进会上了解到，截
至目前，申城共确定 72 辆流动餐
车的 78 个点位， 光明、 百联、盒
马、 中饮巴比等企业的流动餐车
已正式驶入产业园区、商办楼宇、
大型居住社区和地铁站点等早餐
薄弱区域开展运营。 与此同时，申
城已推出 19 家盒小马、 逸小兔、
光明 BK24 等网订柜取门店，一
批便利店、 超市和早餐门店也同

步实现了网订店取， 近 500 台智
能取餐柜已完成布局。

为了进一步深化 “共享早
餐”的推进，市商务委通过推进光
明、 鑫博海等 5 家核心中央厨房
企业与其他早餐门店（点）进行
产品对接， 共汇总可共享早餐单
品超过 1000 个，已共享早餐单品
360 个，遍布全家、罗森、良友便
利等 4000 多个门店。 同时，在上
月举行的 “上海早餐工程共享早
餐暨光明千店百品早餐项目启动
仪式”上，发布共享早餐示范企业
6 家、示范点 155 家名单，现场展
示了光明、 清美等 13 家企业的
125 个可共享早餐套餐。 而依托
《早餐营养优化计划》， 包括博
海、清美、光明等在内的 12 家企
业，已推出针对三高糖尿病患者、
老年养生人群、 儿童、 青少年的
208款营养健康套餐。

与此同时， 全市目前合计已
有 40 家企业、45 个品牌的 7935
个网点张贴了“早餐工程”专属
LOGO。其中，25家中央厨房企业
门店的张贴率达到 85%左右，早
餐工程示范门店张贴率达到 90%
以上，“便利店 + 早餐服务”企业

张贴率达到 95%以上。

50家早餐示范点即将推出

那么， 未来上海市民 “吃早
饭”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记者获悉，上海在 10 月底前
将先推出第一批 50 家早餐示范
点，11 月底前发布 《本市早餐工
程网点规划和业态导则》，年内将
新增包括 “菜市场 + 早餐”“超
市 + 早餐”“便利店 + 早餐”
“白领午餐 + 早餐”“社区食堂
+ 早餐” 等在内的各类早餐复合
门店 300 家， 年底前将完成新
（改）建网订柜（店）取门店 300
家。 同时，支持餐车企业通过“一
车多址”开展早餐、午餐和夜市等
多种经营活动， 并通过发展外送
到家服务， 进一步拓展早餐网点
服务半径。

“下一步申城早餐工程的建
设将构建以中央厨房为核心，连
锁早餐网点为主体，特色单店、流
动餐车、 外卖平台配送等多种形
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体系”，市
商务委主任华源表示， 计划到明
年年底申城将累计新（改）建网
订柜（店）取门店 1000 家，累计
新增早餐复合门店 1000 家，共
享早餐门店 （点） 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并实现早餐工程标识
全覆盖。

年内申城将新增“早餐复合店”300 家

未来早餐车上
也能买到午餐夜宵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早餐工程推进会上，市商
务委汇报了申城早餐工程进展并部署工作。这也
是早餐工程列入民心工程后，本市对早餐工程作
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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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光盘行动，实现低碳绿色新生活目标

从源头减量，申城打造“零浪费街区”
晨报记者 郁文艳

垃圾分类 “零 ”误投 、点餐用餐 “零 ”浪费 、过度包装
“零”买单、一次性用品“零”使用、再生资源“零”丢弃，昨
天，“源头减量零浪费街区”试点项目在黄浦区益丰外滩源
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市民游客、消费者和商户等多方共同
努力，尽力达到“五零行动”要求，进一步落实光盘行动，促
进垃圾从源头减量。 益丰外滩源试点成功后，将逐步向全
市推广。

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

� � � �据悉，垃圾分类“零”误投、点
餐用餐“零”浪费、过度包装“零”
买单、一次性用品“零”使用、再生
资源“零”丢弃这个“五零行动”
在昨天正式启动之前已经于益丰
外滩源商圈开展了 2 个月的商户
工作人员培训。 正式启动之后，将
结合餐饮文化街、 特色街区创建，
试点打造 “源头减量零浪费街
区”，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工作方法， 为全市推进 “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实现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提供新经验。

外滩中央商场副总经理马达
介绍， 在前期准备和培训过程中，
升级了垃圾桶等投放设施，优化了
投放机制，进一步培训了工作人员
的垃圾分类知识，让他们引导消费
者精细分类、正确投放，努力实现
“垃圾分类零误投”； 在餐桌设置
提醒卡、 一个 4 人份套餐原来可
能有八九道菜调整为七八道菜等
措施，鼓励餐饮相关行业精细低碳
经营， 培养市民餐饮节约习惯，努
力实现“点餐用餐零浪费”；通过
鼓励餐饮及食物零售行业减少打
包盒及包装材料，快递行业主动回
收包装，提倡消费者拒绝过度包装
的商品，努力实现“过度包装零买
单”；通过鼓励生活服务行业不主
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消费者不
主动使用一次性用品， 努力实现
“一次性用品零使用”； 通过多种
手段宣传、推广可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提供可回收物精确分类回收设
施，培养公众习惯，努力实现“可
再生资源零丢弃”。

据介绍，整个外滩中央商场一
共 50多家商户，其中外滩源有 30
多家。参与试点的上海半岛酒店公
关部相关人士介绍，半岛酒店除了
不主动提供“六小件” 一次性用
品、在客人点菜时进行适度点菜的
提醒外，还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垃
圾减量、 循环利用措施，“酒店里
经常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之后会产
生不少木材等废弃材料，我们工程
部的同事就用这些废弃材料制作
一些小型的儿童玩具、 收纳盒等，
窗帘的废布料会做一些环保小袋
子……”

昨天，顺丰快递、邮政也在现
场推广可循坏利用的快递包装。联
合利华和支付宝合作推出了塑料
回收机，消费者投入塑料瓶等包装
后，可以获得蚂蚁森林能量、领取
联合利华优惠券，在支付宝联合利
华轻店使用。 据悉，这台机器将在

外滩源摆放一段时间。

绿色账户开放单位账号

同时，绿色账户也正式开放单
位账号注册，鼓励单位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源头减量的行动。

绿色账户是上海为激励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而推出的措施，推出
几年来，绿色账户在激励居民源头
分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目前，随
着上海居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
绿色账户的激励作用到了瓶颈期，
很多居民已不再在乎积分，不再使
用绿色账户，因此，绿色账户需要
转型。

反观单位垃圾分类、 源头减
量，由于缺少专门的监督人员或监
督群众、工作忙碌等原因，相较于
居民，仍需进一步提高，因此，绿色
账户适时转型，开放单位绿色账户
注册，推出单位积分制，鼓励包括
餐饮单位、写字楼等各类单位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 响应光盘行动，从
源头减少垃圾。

具体负责黄浦区绿色账户的
程胜环保相关人士介绍，绿色账户
单位积分试点将从外滩源 8 家餐
饮商户开始，根据《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设置分类投放容器
等 8项考核内容，每项 50分，考核
全部通过，可以获得 400 分，有机
会获得年终荣誉表彰、垃圾收费减
免、银行贷款利率优惠等权益。

目前，具体的积分规则、奖励
制度还在研究制定中。

试点成功后有望全市推广

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
表示，要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等公共
机构的榜样作用，带头开展“五零
行动”，从而形成全社会普遍参与
的良好氛围，相信在大家的积极参
与和努力下，可以实现“零浪费”、
垃圾源头减量、低碳绿色新生活的
目标。

黄浦区委副书记沈山州表示，
为保证此次零废行动的开展，并使
其能够产生可复制、可推广到黄浦
全区的自愿行动项目和政策措施，
黄浦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监测 “五
零行动” 的进展， 评估 “五零行
动” 的效果， 研究推动 “五零行
动”持续深入推广的配套政策，以
便在更大范围内发起更广泛的零
浪费行动，从而促进更广泛的跨部
门合作。

据悉，在外滩源的“零浪费街
区”试点成功后，其经验、模式将
向全市推广。

晨报记者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