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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对上海市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以及“以旧换新”情

况进行介绍。记者了解到，即日起至6月

30日，上汽集团设立30亿元奖励，用于对

上海地区“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的

“以旧换新”进行补贴。

2018 年国务院发布的《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大力淘汰

老旧车辆，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设立奖

励，是上汽集团响应政策号召，加快推动

上海地区低排放标准车辆“以旧换新”，切

实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助力“蓝天保卫战”

的重大举措。

据上汽相关人员介绍，3月1日起对沪

牌“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车辆进行报废

淘汰，并购买荣威、名爵和大通产品的消

费者，上汽集团提供换购燃油车每辆1万

元奖励，换购新能源汽车每辆 1.5万元奖

励。燃油车中受欢迎的荣威RX5、全新荣

威 i6 PLUS、全新名爵6，以及新能源汽车

中的荣威Ei5、荣威ERX5、名爵EZS等纷

纷在列。

上汽车享科技电商平台将是本次奖

励发放的审核主体。用户可通过车享平

台提交奖励审核表，审核通过的消费者将

获得车享科技提供的相应凭证，由上汽乘

用车、上汽大通经销商在消费者购买新车

车价中直接折让相应金额。为了方便消

费者“以旧换新”，上汽乘用车、上汽大通

和车享科技等相关企业都已出台具体细

则。如果 30亿元活动资金使用完毕，则

活动将提前结束。

在目前购买上汽自主品牌汽车的用

户中，已有超过800单完成奖励审批流程，

还有1000余单正在审核中。车享工作人

员表示，整个审批流程大约在2周内完成，

大部分消费者都已通过审核，若更换新车

时需卖旧车等，车享也能提供全套流程的

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眼下上海地区“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的保有量约为 60.3
万辆，其中车龄 10年以上的老旧汽车达

48万辆。而从“国三”到“国四”再到现行

的“国五”排放标准，每提高一次标准，单

车污染可以减少 30%至 50%。在上汽奖

励活动的推动下，上海低排放标准车辆

“以旧换新”有望实现“万辆级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王延）4月 12日，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在

迪士尼小镇启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浦

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度假区分局将牵

头开展主题为“关注食品安全，你我携手

同行”的各项活动，旨在进一步普及食品

安全知识，增进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参与

意识。

启动当天，浦东新区食药安办常务副

主任管捍东、度假区食药安委主任孙才国

向规范化管理企业代表（小南国、芝乐坊、

耶里夏丽）发放证书，浦东新区市场监管

局食品协调处处长金湘、度假区应急办副

主任龚耀斌向新城小学学生代表发放“食

品安全小卫士”证书，标志着活动正式启

动。

新城小学学生代表们还在参观了浦东

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度假区分局快检实验

室的基础上，现场参与了简单易行的食品

快速检测操作。度假区分局监管人员为小

学生们进行了手部清洁度测式、亚硝酸盐

测试、消毒水浓度测试等现场教学，并开展

了现场食品知识问答互动环节。

度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

安全宣传月活动顺利启动，接下来将进一

步推进食品安全培训、教育、宣传活动，在

度假区内营造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本报讯（记者 王延）2019春季奇跑

迪士尼上周末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

开赛，两天的赛事共吸引上万名参赛者参

与。

“今年的赛程大部分都是在乐园里面

完成的，要比去年多，体验变得更好了，希

望明年还能参与。”连续两年参加了奇跑

迪士尼活动 5公里赛程的市民贾先生如

是说。据介绍，2019 春季奇跑迪士尼提

供了3.5公里、5公里、10公里等多种赛程

选择，邀请各年龄层、不同运动需求的跑

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从起点到终点，跑步

爱好者们可以一路饱览赏心悦目的风景

和引人入胜的娱乐演出。

在赛道沿途，游客熟知并喜爱的迪士

尼朋友纷纷惊喜亮相，包括来自《疯狂动

物城》的尼克和朱迪、以及达菲和他的朋

友们等，共同为参赛者们加油助威。《复仇

者联盟》中的惊奇队长、黑寡妇和奇异博

士等超级英雄、《头脑特工队》中的乐乐和

忧忧、以及《寻梦环游记》中的米格则是首

次在奇跑迪士尼赛事中亮相。米奇和他

的伙伴们再次于终点线等候跑者，和跑者

一同庆祝意义非凡的完赛瞬间。

本次赛事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跑

者”，包括使用轮椅的行动障碍人士和由

陪跑人员引领的视觉障碍人士等。他们

以充满乐趣和健康积极的方式挑战自我，

共享这次别致的赛事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2019 春季奇跑迪士

尼还推出了全新的“奇跑迪士尼宝贝

跑”。600 多名小朋友参与了首届“奇跑

迪士尼宝贝跑”。比赛中，他们的家长也

在赛道旁为他们呐喊加油，共度美妙家庭

日。《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中的角色胡迪

和翠丝也在赛道旁亮相，为小朋友们助威

加油，与在场所有人分享了迪士尼的神奇

体验。

本报讯（记者 王延）从大洋彼岸的

夏威夷风味到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美

食，从热情浪漫的意式佳肴到鲜美多汁

的首尔小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首届

“国际美食趴”4 月 12 日在迪士尼小镇开

幕，在之后的 23天时间里，13个各具特色

的国际美食展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美

味给游客们带来了一场独家的味蕾环球

体验。

据介绍，迪士尼主题的美食节在全球

迪士尼度假区深受游客喜爱，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的首届“国际美食趴”，不仅沿袭其

优良传统，更推出了独具特色的活动和餐

饮，让游客和家人朋友一起共享欢乐时

光。上海迪士尼乐园行政总厨董彦透露，

“这里的很多菜肴都是我们团队专门为这

次活动精心研制的，大部分都是乐园的餐

厅里面也吃不到。”

“国际美食趴”现场共设有 13个国际

美食展台，每一个展台都有一个主题，对

应有 2-3种菜品，以及 5-8种不同的饮料

和甜品可以进行搭配。

譬如“创意中式”展台就有两道主

食，五香澳洲牛肉玉米糊及冰草和慢煮

香辣新西兰鹿肋排。其中，澳洲牛肉使

用了中国人常用的家庭调味品五香粉，

经过大厨调味后，成为游客最喜欢的菜

品之一。其他甜品和饮料，如米奇巧克

力蛋糕、鹅岛印度淡色艾尔啤酒等可供

游客搭配。

除了来自全世界的美食佳酿，游客还

可以在“国际美食趴”参与妙趣横生的烹

饪体验活动——“迪士尼·星厨秀”和“迪

士尼·星厨课堂”，还有精彩纷呈的迪士尼

现场娱乐演出。

对于想要聆听资深大厨分享、开发烹

饪兴趣的游客而言，“迪士尼·星厨秀”绝

对不可错过。迪士尼大厨们和烹饪专家

将现场为游客分享料理技巧、烹饪妙招和

家用食谱等美食秘笈。

在“迪士尼·星厨课堂”，游客们则可

以学习如何制作度假区备受欢迎的新西

兰鹿肉、蓝梭子蟹色拉和龙虾烩饭等人

气美食，掌握妙趣烹饪诀窍，或亲手制作

属于自己的焦糖苹果、迪士尼巧克力棉

花糖和米妮蔓越莓玛芬。周一至周五，

“迪士尼·星厨课堂”每天多次免费开放，

为游客带来迪士尼主题甜品装饰、咖啡

制作、红酒品鉴等丰富的互动体验课

程。可爱的大厨唐老鸭也将惊喜现身，

“加萌”每天的星厨秀和周末的星厨课

堂。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近日，“传承与创新——全球环

境下的中国品牌”主题沙龙在上海举

行，百名中外企业高管齐聚一堂，探讨

老字号在新时代中的核心品牌价值，探

索品牌未来的全球竞争力。此次活动

既是对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消费者喜

爱的上海老字号品牌评选”的呼应，也

为即将到来的 2019年“中国品牌日”活

动进行预热。

上海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

地。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我国第一家

味精厂、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牙膏厂、

第一家电池厂、第一家毛巾厂、第一家

印染布城、第一家搪瓷制品厂、第一家

时钟制造厂、第一家美术颜料厂、第一

家民族制药厂。

根据凯度中国 BrandZ 100 报告，

2014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品牌表现强

劲，总品牌价值上涨 80%至 6839 亿美

元，全球品牌 100 强总品牌价值上涨

27%至3.64万亿美元。在其2018年中国

品牌 100强排行榜中，上海品牌占据了

16个席位，光明乳业、太平洋保险、交通

银行、携程、老凤祥均榜上有名。

除光明乳业和老凤祥外，民族品牌

的表现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周岚认为，

回力鞋业就是上海品牌转型的绝佳案

例。自2000年起的三次战略转型，回力

通过品牌文化叠加最新的时尚元素与技

术含量，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国一流、世界

著名的鞋业服务商和运动生活服务商。

近年来，回力鞋已经走上纽约时装周的T
台，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潮牌。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在

目前全国1128家中华老字号中，上海有

180家，数量最多，覆盖的品类范围最为

丰富。对老字号来说，唯有守正不忘创

新，未来才有无限可能。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周末去哪儿逛？最近，这个问题

有了一份详细的参考答案。大众点评依

托消费大数据信息和用户真实评价等维

度制定相关规则，正式发布 2019“必逛

榜”榜单，上海32家商场荣登“必逛榜”，

成为 12 城中上榜商场数量最多的城

市。其中，浦东 5家上榜，分别为：LCM
置汇旭辉广场、正大广场、国金中心商

场、世博源和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此次活动是大众点评举办的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根据榜

单，全国 12个主要城市的 171家上榜商

场中，上海上榜数量占比近两成，是当

之无愧的“时尚之都”。上榜的 32家商

场遍布上海三大区域的 10 大商圈，既

囊括了堪称欧风空中花园的环球港和

魔都爱情地标静安大悦城；也拥有网红

新店汇聚的长宁来福士和潮牌齐全的

环贸 iapm 商场；还包含时尚艺术地标

上海 K11 购物艺术中心和海派气息十

足的上海新天地南北里等。大众点评

“必逛榜”的推出，将有利于挖掘年轻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助力打响“上海购物”

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上榜的 5 家商

场中，除世博源外，其余4家全都位于陆

家嘴商圈内。作为浦东代表性的市级商

圈，陆家嘴商圈早已成为上海购物中心

行业业绩最高的“百亿商圈”。根据第三

方平台逸芮网发布的《2018 年全国 100
家重点商场业绩统计报告》，陆家嘴商圈

内的国金中心商场依然稳居第一梯队，

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第一八佰伴也屡

次蝉联上海百货年销售额榜首。

随着 2016 年开业的百联世纪购物

中心，2018 年开业的 LCM 置汇旭辉广

场、世纪汇广场、MORE MEE时尚生活

中心、陆家嘴中心 L+MALL 等接连入

驻，陆家嘴商圈的商业内容不断丰富，辐

射范围更加广。另一家上榜商场所在的

世博前滩商圈，也将有晶耀前滩、前滩太

古里等商业项目落地，未来将成为又一

个跨界融合的特色商圈。

迪士尼度假区举行首届“国际美食趴”
开启为期23天的环球美食体验

“国际美食趴”上处处都有迪士尼元素。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国际旅游度假区食品
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

上汽设立30亿元奖励
启动以旧换新活动

浦东5家商场荣登
大众点评2019“必逛榜”

中外企业家齐聚上海
共议“老字号”创新

2019春季奇跑迪士尼开跑
大小朋友齐上阵 共享美妙家庭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刚过去的周末，近期热门影片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再掀热潮，

原因就在于一票难求且价格令人咂舌

的首映票。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复

联 4》的零点场预售票房已超过 2017年

《速度与激情 8》6270 万元的最终零点

场票房，成为中国内地影史零点场票房

冠军。

数据显示，该片的中国内地预售票

房仅用了 10个小时已破 1亿元，创造了

中国内地影史预售票房最快破亿新纪

录，漫威收官之作的票房大战已经提前

打响。

《复联 4》将在 4 月 24 日全国上映，

是漫威电影宇宙迄今为止的集大成之

作，超级英雄们在这一部中将迎来终极

大战，因此受到的关注度史无前例。即

便全片时长达 182分钟，零点场场次到

电影放映结束已是凌晨 3点，但依然挡

不住影迷们的热情，猫眼平台显示“想

看”人数已达159.4万人。

记者在在线购票平台搜索看到，以

观影体验最佳的 IMAX版为例，浦东区

域内4月24日首场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

元不等。保利国际影城唐镇店（49元）、

星美影商城上海外高桥店（58 元）等影

院价格相对较低，但已几乎满座。高价

的首映票也不少，万达影城（周浦万达

店）售价 293 元，SFC 上影百联影城（川

沙 IMAX店）售价 336元，SFC上影百联

影城（八佰伴 IMAX店）同价，均已接近

满座。上海百丽宫影城（LCM置汇旭辉

广场店）首场 IMAX版虽然安排在凌晨

3点 20分放映，售价 253.8元，但也已售

出不少座位。记者还在二手交易平台

“闲鱼”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出让《复联

4》电影票的信息，在留言中咨询详情的

网友并不少。

影院如此定价是否合理？此前中

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就《复

联 4》发布的《数字版影片发行通知》显

示，《复联 4》只规定了最低票价，即数

字 3D版影片票价规定为不低于 25元，

IMAX 3D、激光 IMAX 3D则要求不低

于 30 元，并未对最高票价进行明确规

定。一名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复联 4》
时长达 3小时，甚至接近两部普通时长

电影的量，意味着影院每天可排片的场

次变少了，因此大部分影院会选择提高

票价来弥补成本。

《复联4》零点场
票房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