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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食品携带新规即日起实施
未来将采用X光机安检设备

即日起，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式实
施其主题乐园的食品携带新规。 游客可
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
迪士尼乐园，但不允许携带需加热、再加
热、加工、冷藏或保温的食品及带有刺激
性气味的食品。
不可携带入园的食物包括 （但不限
于）：需加热水食用的方便面、带自热功
能的食品，以及西瓜（需要用刀切开的一
整个西瓜）、榴莲、臭豆腐等。
游客将继续可以携带瓶装水和饮料
入园， 遍布乐园的50多个直饮水供应点
和20多个热水供应点也将继续为游客免
费提供饮用冷热水。 酒精饮料、罐装和玻

璃容器仍将被禁止携带入园 （小型婴儿
罐装食品除外）。 对于有需要将不可携带
入园的个人物品进行寄存的游客， 度假
区已推出每日10元/件的寄存服务。
游客可在乐园内的指定野餐区域享
用自带的食品和饮料， 但需要遵守垃圾
分类准则， 并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乐园
环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的
指导意见，所有游客及其随身行李在进
入上海迪士尼乐园前必须进行安全检
查。 游客需要遵循演职人员的指引进行
安全检查程序。 所有个人随身行李都必
须接受检查，所有游客都需要通过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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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
为了尽可能降低安全检查对游客体
验的影响， 度假区团队将即刻实行更友
好、人性化的安检流程和服务。 建议游客
在安检时可以自己打开包袋， 如安检人
员有要求，游客可自行将可疑物品取出，
并在完成检查后放回。
度假区还将在未来采用如X光机在
内的安检设备， 辅助人工服务等手段进
一步优化安检流程。
不得携带入园的物品包括 （但不限
于）：易燃易爆物品；任何类型的武器；仿
真武器或玩具枪；需加热、再加热、加工、
冷藏或保温的食品及带有刺激性气味的

食品；酒精饮料；罐装或玻璃容器；尺寸
超过56厘米×36厘米×23厘米的箱包、
容器或行李； 手推车及带轮子的运送工
具；带滑轮的玩乐装备；大型专业摄影、
摄像器材和其他相关工具；大型三脚架、
折叠椅及凳子；动物；相关法律禁止的物
品及其他具有危险性或破坏性的物品。
基于安全考量，个别手提包、包裹或
其他物品可能无法携带入园。 对无人看
管的物品，度假区将作适当处理。
游客在各个官方购票渠道和平台上
购买乐园门票之前， 都将被提醒阅读乐
园须知， 其中包括安全检查要求以及不
可携带入园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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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iPhone发布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苹果2019
秋季新品相继发布，苹果首席执行
官 库 克 介 绍 了 新 一 代 iPhone（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Apple Watch、iPad 等 新 品 ， 同 时 宣 布 推 出 Apple
Arcade、Apple TV+ 等 全 新 功 能 和
服务。
根据苹果中国官网公布的售
价， 这次iPhone 11的中国售价为
5499 元（64GB）起 ， 这 比 上 一 款 i-

百幅釉彩

近日，由上海青年画家王恩达创
作的百幅釉彩山水组画作品隆重亮
相。 此次王恩达创作的70幅山水画
瓷板，以瓷为载体，以传统中国绘画
为基础，结合釉彩绘画工艺的独特风
格，用山水作为题材，历经两年的反
复磨砺完成，组合成一幅大型的群山
连绵、 云海升腾的写意釉彩山水画，

起售价下调千元
Phone（XR）的起售价低了1000元；
其 高 端 版 iPhone 11 Pro Max 的
定价则与前款相当。 这三款手机将
于 9 月 13 日 开 始 预 购 ，9 月 20 日 开
始在Apple Store零售店内销售。
业内人士认为， 新款iPhone定
价缩水一方面源于今年初以来苹果
多次调降价格，拒绝
“
奢侈品化”，希
望低价促进销售提振全球市场提振
销量； 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未搭载5G
的竞争压力。

百幅山水
此外配以辅助结构的29块瓷板，总
共99块瓷板， 衬托出山水画面中的
长江与黄河两条东方巨龙。
王恩达，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特种
专业艺术委员会会员，世界特种艺术
家协会会员， 目前在上海市黄兴学
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从事传统艺术
的普及工作。

黄兴青少年艺术协会2019双年展系列活动开幕
黄兴青少年艺术协会“庆祝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我
爱祖国”2019双年展系列活动近日
在黄兴学校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双
年展以“我爱祖国”为主题，以非遗
传承为形式，表达新时代新青少年
的爱国情怀。
本次展览共收集作品270余件，
涵盖瓷刻、麦秆画、陶艺、篆刻、书法
等艺术形式。 参展作者都是在校学
生，最小的年仅12岁。 在繁忙的学业
之余，学生们坚持创作，在创作中对
于“爱国”及“爱国与传承中华传统

走走泰顺

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黄兴艺术协会成立至今已有8
年， 本次系列展也是黄兴艺术协
会主办的第3届双年展。 双年展系
列 活 动 开 幕 后 ， 将 于 9 月 13 日 在 上
海君欣时代广场作为系列活动的
第二站， 这将是协会作品第一次
走出展馆与市民零距离见面，让
艺术贴近生活，走进生活，让更多
的孩子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欣赏
传统文化， 让艺术融入更多孩子
的生活，培养爱国情怀，在文化传
承中成长。

一切都顺

上海首发泰顺暨百家旅行社走进泰顺考察活动举行

为期3天的“
2019年走走泰顺、
—上海首发泰顺暨百家
一切都顺——
旅行社走进泰顺考察活动” 近日举
行。 来自上海旅行社、媒体及首批旅
游线路体验团共计130余人深入泰
顺各个景区进行了游览考察，并在氡
泉景区莲云谷温泉酒店举办了
“
2019年走走泰顺、一切都顺”旅游
推介会。
泰顺旅游以
“
山、水、空气”三净
之地为切入点，向考察团展示了乌岩

岭、飞云湖、氡温泉、廊桥、红色遗迹、
南浦溪、云岚牧场、古村落古民俗八
大乡村旅游主题。此次上海百家旅行
社、 媒体及旅游线路体验团走进泰
顺，以最直观的视角和体验为泰顺旅
游在上海进行推广代言，并以此为基
础设计泰顺多日游的康养旅游线路，
通过百家上海旅行社及数百名社区
业务员向上海市场推广， 全力打响
“
走走泰顺、一切都顺”的旅游口号和
品牌。

逾2万件苹果三插交流电源插头转换器被召回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日前，苹
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提交了召回计划， 召回部分苹果三
插交流电源插头转换器。 本次召回的产品型
号为英国式G型， 生产于2003年至2010年期
间，约在2003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作为原
始配件随Mac和某些iOS设备一起出售，且曾
包含在苹果全球旅行转接器套件之中。 据统
计， 中国大陆地区受影响的产品数量约为
20993件。
在极少数情况下，由于一个焊接问题，本次

召回范围内的电源插头转换器可能会发生破
损， 如果用户触及暴露的金属部件可能造成触
电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对于召回范围内产品， 苹果公司已在其官
方网站发布召回计划， 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受影
响的插头转换器。消费者可前往Apple零售商店
或Apple授权服务提供商进行换货。 另外，消费
者也可通过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与
消费品风险评估中心网站或拔打电话
010-53897456， 反映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或提交进口消费品的缺陷线索。

月饼专项抽检10批次样品不合格
中秋节临近，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组织开展
月饼专项监督抽检。 在全国28个省份的流通、
餐饮和生产环节的13类场所，随机抽取月饼样
品469批次，覆盖29个省份的277家月饼生产企
业。 抽检发现10批次样品不合格，检出2批次样
品微生物污染、6批次样品食品添加剂超限量
使用、2批次样品质量不达标。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市场监管总
局已责成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
广西、重庆等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
开展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
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从严处理； 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并向总局报告。
专项监督抽检不合格月饼具体情况：

微生物污染问题
一、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五里店店销售的、 标称重庆市陵江食品厂生
产的广式火腿月饼(肉与肉制品类)，菌落总数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武
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
二、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杭
州金沙大道店销售的、 标称浙江隆伟食品有限
公司委托浙江省杭州熙香食品厂生产的苏式百
果月饼(烘烤类)，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院。

食品添加剂超限量使用问题
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加佳福超市昭祥
店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鸿达食品
厂生产的蛋黄月饼(香芋蛋黄味)，防腐剂混合
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山东
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诚祥佳
购物中心销售的、 标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兴旺食品厂生产的莲蓉味月饼(热加工)，防腐
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
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
为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

三、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金誉面包屋销售
的、 标称福建省福州金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草莓味月饼和哈密瓜味月饼， 脱氢乙酸及其钠
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 检验机构为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
院。
四、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毅腾香港麦
道西饼屋销售的、 标称香港麦道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委托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好麦食品工
坊生产的传统月饼和拿酥月饼， 脱氢乙酸及其
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检验机构为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质量不达标问题
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铭澄食品
经营部销售的、 标称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永兴
园食品厂生产的中秋月饼(牛肉味)，酸价(以脂
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
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二、 上海闵行华漕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
售的、标称上海中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监制的、
安徽省马鞍山市康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无蔗
糖黑麻椒盐味月饼(苏式月饼)，酸价(以脂肪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福
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质监部门提醒消费者， 购买月饼要注意以
下几点：
选择正规渠道。要选择从超市、食品商店等
正规食品销售场所购买月饼， 养成保留购物凭
证的习惯。 网购时也要选择正规的网络交易第
三方平台。
习惯查看标识。购买时，注意查看包装是否
完整，仔细阅读包装上的相关信息，如配料表、
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购买散装月饼
时，要注意留意商家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查看外观色泽是否有异常或霉变。
按照要求保存。 月饼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
分，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 开封后未吃完的月
饼，要按照产品包装上标示的保存方法保存。
控制食用量。多数月饼中的能量、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较高，不宜过量食用，否则容易引起肠
胃不适，特别是老人、儿童、肠胃功能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