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咖啡的店 与消费者共克时艰
“凭购物小票，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包

‘加油咖啡豆’。 ”在顾客买单时，上海烘焙工

坊店员会介绍这个昨天开始推出的新活动。

徐静说，这是借咖啡豆“历经磨砺，方得香

醇”的寓意，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Be Strong

Like Coffee（像咖啡一样坚强），一起加油！ ”

安娜介绍，配合“复工主旋律”，今起至

4月18日，麦咖啡在上海地区推出“30畅享

30杯”月卡，同时推出“带着春天气息”的咖

啡新品。

在申活馆，一杯咖啡加一块蛋糕的“春

之下午茶套餐”是当前的热门产品。 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这款原价62元的套餐现价30元，

自3月12日推出以来， 每天可以卖出二三十

套。 在此之前，申活馆还在本月初推出过买

300元餐饮券送20个日本进口医用口罩的活

动。 “这些薄利促销想表达的就是，供应商和

我们商家愿意与消费者一起共克时艰。 ”

喝咖啡的人 带手提电脑的多了
自 2月 26日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

恢复营业后， 住在附近的谢女士几乎每天

都去那里报到。 通常， 她会在这里办公两

三个小时， “毕竟还是疫情期间， 不能在

外逗留太久”。 她发现， 从这周开始， 和她

一样 “居店办公” 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最

明显的标志就是———“咖啡+手提电脑” 的

标配又回来了。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营运经理徐

静告诉记者， 自恢复营业以来， 随着周围

办公楼的有序复工， 店内的客流量正慢慢

恢复。 出于防疫需要， 目前工坊仅限一个

入口， 进店时所有人必须出示 “随申码”、

量体温， 而且严格限流开放， 餐桌椅也比

原来少了一半。

“从客流情况来看， 我们能感受到大

家正在慢慢恢复原本的生活节奏和消费习

惯。” 徐静说， 为此上海烘焙工坊调整了

营业时间， 从本周起， 闭店时间改为 22

点, 比之前延长了 2 小时。

来杯温热咖啡！熟悉的城市气息回来了
目前沪上多数咖啡馆日销售情况已恢复到春节前的八成左右

“重度咖啡依赖者” 谢女士， 最近终

于可以抛下速溶咖啡 ， 恢复温热馨香的

“正常生活” 了———每天去咖啡馆喝一杯

新鲜醇厚的现磨咖啡。 昨日阳光正好， 记

者看到， 南京西路商圈沿街的咖啡馆大多

开门迎客， 露天席位几乎没有空座。 除却

耳朵上挂着的口罩， 这一切仿佛已回归到

一个平常的春日。

有人说， 上海是一座喝咖啡的城市。

数据显示 ， 全市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约

20 杯， 而全国年人均仅 4 杯 ； 上海咖啡

馆总量达 8000 余家 ， 在全国遥遥领先 。

在采访中 ， 记者了解到 ， 目前多数咖啡

馆的日销售情况已恢复到春节之前的八成

左右。

“来一杯温热的咖啡”， 熟悉的城市

气息再度扑面而来。 复工族心中那份久违

的闲适， 也伴着手中的咖啡溢满申城……

■本报记者 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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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全

球密度最高的大科学装置群———

浦东张江大科学装置群 ， 眼下已

全面复工 。 昨天 ， 记者获悉 ， 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 大科学装

置在建工程项目正精准有序扎实

推进 ， 上海光源 、 蛋白质设施等

装置除了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相

关研究开放绿色通道外 ， 正有序

恢复向用户正常开放。

根据上海市 《关于统筹推进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上海重大科创项

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关工作的

通知》 要求， 自2月10日起， 在做

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硬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 软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 （试验

与用户装置）、 活细胞结构与功能

成像等线站工程项目 、 超强超短

激光实验装置 、 上海光源二期工

程等项目正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

工复产， 截至目前已全面复工。 据

介绍， 各工程项目正努力消除疫情

对年度目标的影响， 尽力确保按节

点完成。

为支持新冠病毒相关研究， 原

本已关机维护的上海光源于1月31

号紧急开机， 并特别开通了 “新型

冠状病毒研究专项课题 ” 绿色通

道 。 目前 ， 上海光源正在统筹运

行、 维护和建设需求， 并结合用户开放面临的挑战， 抓紧制

定全年机时计划。 3月份， 上海光源仅保留新冠病毒研究专

项课题及其他需要迫切开展的科学研究， 预计4月份开始对

用户开放， 全年提供机时3000小时左右。 同时， 将本轮课题

申请截止日期延迟至3月底。

疫情期间，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在第一时间开通了快

捷科研绿色通道。 目前为止， 蛋白质设施已为10多家科研

单位与新药研发企业的20多项新冠病毒相关课题研究提供

了支持。 2月中旬， 蛋白质中心已全面复工， 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不断向好， 蛋白质设施已做好了服务更多科研用

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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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畔“上海辰光 风情长卷”复工建设
苏州河公共空间景观提升工程正式复工，黄浦段3公里滨河将打造可停留可观景的景观空间

本报讯 （记者顾一琼）昨天起， 苏州河公共空

间景观提升工程正式复工。 记者从黄浦区建管委获

悉： 苏州河黄浦段3公里滨河景观设计中， 总体采

用 “上海辰光 风情长卷” 的设计理念， 在沿河景

观中体现上海的历史文化内涵， 同时突出市民生活

休闲功能， 形成可停留、 可观景的景观空间。

据介绍， 黄浦区苏州河南岸东段及西段景观提

升工程于去年开工建设 ， 其中西段 （成都北路—

乌镇路 ） 土建部分已基本完成 ， 东段 （河南路

桥—外白渡桥 ） 绿化搬迁 、 场地平整 、 构筑物拆

除工作已基本完成， 中段 （乌镇路桥—河南路桥）

和乌镇路桥断点打通目前正进行项目前期准备工

作。 记者昨天在施工现场看到 ， 乍浦路桥与四川

路桥之间的一段苏州河南侧滨河岸线 ， 已基本完

成改造工程， 将于近日铺设绿化。

“一江一河” 景观提升改造工程是今年市委、

市政府和黄浦区委、 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也是

市民群众对滨水公共空间的热切期盼。 据悉， 疫情

期间根据相关部署， 施工单位整合防疫资源， 确保

防疫物资充足， 同时制定完善防疫防控预案和相

关管理制度， 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 严格

执行返沪人员隔离方案 ， 每天对所有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 并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 对登记人员进

出建立台账。 在确保安全的大前提下， 稳步复工，

确保疫情防控与工程建设两不误， 力争按时完成项

目节点计划。

■ 自2月10日起 ，在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项目、软X射线自由电
子激光装置项目 （试验与
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与
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项
目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
置 、上海光源二期工程等
项目正精准有序扎实推
动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已
全面复工。 各工程项目正
努力消除疫情对年度目标
的影响， 尽力确保按节点
完成

右图： 本报记者昨全媒体直击城市复苏下的咖啡业。

本报记者 陈龙 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制图： 陈云峰

昨天起，苏州河公共空间景观提升工程正式复工。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买咖啡的量 已恢复常态八九成
午饭后，三三两两以“逛街”姿态出入

咖啡馆的白领不在少数。和同事一起在“网

红店”排队买咖啡的江小姐告诉记者，这样

的“饭后来一杯”是“防同事”时期办公室交

际的复苏。

下午 1 点多， 在麦当劳静安寺餐厅的

麦咖啡柜台前，不时有外卖小哥出没———3

杯、6 杯、8 杯……取完货，送往附近的办公

楼宇。麦当劳员工安娜介绍，由于该店位于

静安寺商圈， 一天中咖啡销售有两个热门

时段：一是早饭时间，主要是单人单点型；

一是午饭后，多是几杯打包外卖，属于同事

分享型。 “最近，我们的咖啡销量已经恢复

到疫情前差不多 90%的水平了。 ”

2月初， 恢复3%；2月底3月初， 恢复

30%至40%；上周起 ，恢复70%至80%……

每过一周， 申活馆上海报业大厦店负责人

就要盘一遍店里的饮品销售额， 看看恢复

到疫情前的几成水平。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数据来看，销量与大楼内的复工率可

谓成正比，“不是从哪天开始突然飙升，而

是一天天稳步攀升的”。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会谈(上接第一版) 巴基斯坦政府和社会各界倾己所

有，向中方捐赠防疫物资，中方对此深表感谢。 事

实再次证明，中巴两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

共苦的好兄弟。中巴特殊友谊是历史的选择，深深

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正在全球多点暴发。

各国应该同舟共济、携手抗疫。中方始终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

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诊疗经验。 中方愿为

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作出更多贡献，

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强调，巩固好、发展好中巴全天候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

乐见巴基斯坦团结、稳定、繁荣、强大。无论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将始终同巴基斯坦坚定站

在一起， 致力于深化中巴 “铁杆” 情谊， 使中

巴关系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维护

国家独立、 主权、 领土完整， 支持巴基斯坦走

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保持领

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传统， 积极推动重点领域

和项目合作 ， 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 “一带一

路”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要加强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沟通配合 ， 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

平、稳定、安全。 中方愿继续为巴方治理蝗灾提供

支持。

阿尔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

抗击疫情取得重大积极成效， 我代表巴政府和人

民表示衷心祝贺！灾害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展现出卓越领导力、强大动员力，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不畏牺牲。中方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有益借鉴。 相信疫情过后，中国将更加强大。 个

别势力企图利用疫情“污名化”和孤立中国的做法

不得人心，不会得逞。巴中是患难与共的“铁杆”兄

弟，两国人民情谊深厚，历久弥坚。 越是在困难时

刻，就越显示出巴中友谊和团结。巴方感谢中方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愿坚定同中国站在一起，共克时

艰。 巴方将一如既往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支持中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交往，深化合作，

建设好巴中经济走廊。 巴方将继续推进同中方反

恐合作，在国际上共同维护公平正义。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关于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谈。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通电话(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经过举国上下艰苦努力，中方防

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已经走出最困难、最艰巨的

阶段。现在疫情在多国多点暴发，中方愿同各国开

展国际合作，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希望国际社

会携手努力化危为机， 以开放合作的实际行动抵

御疫情冲击，共同维护国际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西班牙政府采取的

抗击疫情举措， 理解西班牙当前面临的严峻形

势，愿应西班牙之所急，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

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为中西两国人民健康福

祉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疫情过后，双

方应加紧推进广泛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继续扩

大进口西班牙优质特色产品。“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相信，经历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西友好将更

加牢固，两国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和中国一向相互支持，守

望相助，这在共同抗击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前

西班牙疫情形势严峻， 中方及时向西班牙提供急

需医疗物资，充分体现了对西班牙人民的友好情

谊，西班牙人民对此深表感谢。 西政府将尽力保

护好旅居西班牙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疫情是国

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应合力应对。 西班

牙赞赏中方秉持开放态度促进国际合作，愿同中

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相信疫情过后，两国关

系将进一步发展。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