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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购物中心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特色鲜明主题街区成
“标配”
“码头”是见证上海从小渔村成长为
繁华大都市的重要元素，因此，1192 弄特
别设计了逼真的复兴号巨轮。1192 弄各
个角落的细节也值得好好品味，泛黄的墙
壁招贴画、停靠在街角的黄包车，墙壁上
晕黄的路灯等，
无一不透着老上海风韵。
1192 弄同时还是一个汇聚了中国各
大城市小吃的小市镇。立足“海纳百川，
食遍全国”的基调，这里既汇聚了众多“老
字号”，也引入了不少
“网红”品牌。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在浦东推出的首批 6 条全域旅游线
路中，上能登高看云卷云舒、下能搭乘地
铁尽览上海味道的“城市高度之旅”，是市
民游客了解上海、了解浦东的窗口。世纪
汇广场的 1192 弄老上海风情街在其中显
得尤为特别，只因这里还原了上世纪 30
年代的老上海味道，有别于小陆家嘴的现
代化景点。
作为购物中心入市、调整、升级的“重
要武器”，主题街区迎来爆发期，但购物中
心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仍是行业难题。

“创意”是主题街区的灵魂

藏在商场里的
“十里洋场”
复古的霓虹灯店招，流光溢彩吸引眼
球；身着考究旗袍的女性，时髦优雅悠闲
往来；还原度超高的有轨电车，穿梭于街
头巷尾，带着乘客看尽一路风情……这些
场景的发生地，不是某个影视基地，而是
1192 弄老上海风情街。
从云集了 350 多个知名品牌的现代
化购物中心，移步到 LG2 层的 1192 弄，消
费者穿越“世纪”的感觉油然而生，只因这
里完美复刻了上世纪初的
“十里洋场”
。

记者了解到，超高还原度也使这里成
为了强大的“天然影棚”。每天一早，就有
穿着漂亮旗袍的阿姨妈妈们“组团”来拍
照片，成为 1192 弄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1192 弄 能 击 中 消 费 者 的 关 键 是 什
么？上海世纪汇置业有限公司 CEO 任智
给出的答案是——
“创意”。
“ 世纪汇位于
黄金走廊世纪大道，坐拥目前上海唯一有
4 条地铁线交汇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
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上海城市风情的、长期
性的休闲地标。
‘老上海’就是上海最鲜明
的城市特色。”
契合城市文化脉络、能引起人们情感
共鸣的“1192 弄老上海风情街”，在不断地
摸索、推敲中，雏形初显。
世纪汇方面表示，购物中心也是人们
生活空间的延伸，除了带给消费者空间和
设计上的感官感受，还应该带来愉悦感和

满足感。像 1192 弄这样新潮、有范的主
题街区，就能成为消费者除了家、公司以
外，
可休闲、可娱乐、可聚会的新处所。

购物中心主题街区持续火热
被称为客流“救星”的主题街区有多
热？据赢商大数据中心此前不完全统
计，2017 年全年我国新开业购物中心主
题街区数量超过 40 个，同比 2016 年增长
1 倍，甚至比 2013 年至 2016 年新开业数
量的总和还多。对新开业购物中心和存
量改造商业项目来说，规划一个有明确
主题、鲜明特色的类似主题街区的体验
式空间，基本已成为“标配”。静安大悦
城的屋顶轻艺术街区“摩坊 166”，美罗城
主打日式风情的“五番街”、突出欧陆风
的“欧风街”等，都是上海知名度较高的
主题街区。
如何打造成功的室内主题街区？业
内人士认为，新的商业模式在不同区域，
打造不同定位、以不同模式营运都会有不
同的效果，一定要定位准确清晰，做出特
色，不能照搬，同时要考虑建筑、区位等具
体的条件。
公开信息显示，预计于今年年底开业
的复地活力城，将在项目内打造浦东御桥
首个大型魔幻中国风主题街区，诗情画意
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唯美意境，都将
展现得淋漓尽致，或将成为浦东又一个高
人气主题街区。

再见，
“利奇马”

达菲主题彩绘飞机
“达菲·联萌号”。

□上海迪士尼 供图

上海迪士尼达菲主题彩绘飞机
昨日起航
本报讯 （记者 王延）首架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达菲主题彩绘飞机“达菲·联萌
号”首航发布仪式昨日在云南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举行，并于发布仪式后从昆明起飞
前往上海。这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和中
国东方航空携手推出的第 4 架迪士尼主
题飞机。
达菲是一只由米妮亲手缝制送给米
奇陪伴他航海远行的泰迪熊，达菲和他
的朋友雪莉玫、杰拉多尼和星黛露深受
众多迪士尼粉丝的喜爱。乘坐“达菲·联
萌号”的旅客，会从拿到纪念版主题登机
牌的那一刻起，享受一段沉浸式的达菲
主题之旅。

特别佩戴达菲主题装扮的乘务员在
机舱口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名旅客。机舱
内部“达菲和朋友们”的主题元素遍布客
舱壁板、头枕、行李架等各处，屏幕中还播
放着达菲主题的宣传片，为旅客们讲述达
菲和他朋友的暖心故事。从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出发的旅客还将有机会于中国东
方航空值机柜台看到萌萌的达菲，部分旅
客还将可以乘坐装饰一新的达菲主题摆
渡车前往登机。
上海迪士尼同时宣布，首个“达菲暖
暖时光”主题庆祝活动将于 9 月 2 日-30
日举行，期间“达菲和朋友们”关于友情
和冒险的故事将在上海迪士尼上演。

高端白酒集体
“喊涨”
纷纷突破千元
“关口”

“利奇马”过后，浦东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创新高。

□浦东机场 供图

浦东机场大量旅客开始集中出入境
单日出入境人数近 14 万人次 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黄静 通讯员 魏文
场运行逐渐恢复正常，但大量旅客的集
亨 陈雷 傅碧霞）记者从上海机场边检
中出入境，
给口岸通关带来严峻挑战。
站获悉，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后，浦东国
上海机场边检站第一时间启动保安
际机场口岸大量旅客开始集中出入境，8
全、保畅通应急预案。各级领导靠前指
月 11 日该口岸出入境人数高达 13.99 万
挥，
民警、
文职全员上岗通宵值守，
实施24
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
小时
“跨队警力支援”
特殊勤务，
进一步加
受
“利奇马”
影响，
8 月 10 日浦东国际
大自助通关引导分流力度，
全面提高边防
机场出入境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 检查效率，
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原计划 600 余架次起降国际航班，
实际抵
与此同时，边检站为因台风误机的
离港仅 50 余架次，约 10 万名旅客出入境 “国际转国际”外国籍中转旅客开启专用
受阻。8 月 11 日，随着台风离沪北上，机
验放通道，为其审核、签发 24 小时临时

入境许可，
方便其合理安排行程。
据统计，8 月 11 日零时至 24 时，经
过 24 小时连续奋战，上海机场边检站共
查验出入境人员 13.99 万人次，其中自助
通关 5.56 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创单日历
史新高，有力保障了浦东国际机场口岸
恢复运行常态。
上海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
客，出行前如遇恶劣天气，请关注天气预
警信息，及时准确获取航班动态信息，以
免耽误行程。

3 艘大型国际邮轮 1.4 万名旅客进港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昨日早晨 6
时 45 分，随着最后一条大型国际邮轮准
时靠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受台风
“利奇马”影响而推迟进港的“盛世公主
号”
“ 海洋光谱号”和“地中海辉煌号”3
艘国际邮轮陆续安全靠港，约 1.4 万名旅
客在台风过境后第一时间安全抵达上
海。
这 3 艘国际邮轮原计划 8 月 10 日或
11 日进港，听从上海海事局的建议后在

日本海域避风。台风过后，原本避风船
舶大量进出长江口深水航道，给保障邮
轮安全进港带来不小的挑战。针对这一
情况，海事局在通航复杂水域提前做好
交通组织，并对异常船舶进行点对点提
醒，确保航道畅通。
记者从上海海事局了解到，上海海
事局防御台风“利奇马”期间，累计出动
海事船艇 604 艘次，共开展宣传 4.6 万余
艘 次 ，疏 散 船 舶 1700 余 艘 ，保 障 辖 区

1400 余艘避风船舶安全。
台风过后，上海海事局积极与相关
部门做好沟通对接，对长江上海段以及
黄浦江水域船舶通航密度进行有效疏导
和管控，按照“安全有序；邮轮优先；先航
道、后锚地；先集装箱船、货船，后危险品
船、油轮”依次疏港的总体原则，周密部
署开展各项疏港工作，尽快恢复港口生
产作业。截至 8 月 11 日晚 10 时，上海海
事局累计疏港 2100 余艘次。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第八代经典五粮液（即第八代“普
五”
）零售价从 1199 元/瓶上调至 1399 元/
瓶，52 度、38 度国窖 1573 酒计划外价格提
升 30 元每瓶……最近一段时间，
白酒纷纷
“喊涨”，多个品牌的数款产品均达到千元
价位。
公开信息显示，第八代“普五”于今年
6 月上市，代替了第七代“普五”，当时公
布的终端建议零售价为 1199 元/瓶，终端
供货价 959 元/瓶。在此之前的 2017 年，
“普五”曾三次上调终端价格，从 2 月份的
829 元/瓶提升到年底的 1099 元/瓶，上涨
幅度达到 270 元/瓶。
此轮上涨后，
“普五”的价格在同类型
高端白酒中已经接近高端白酒第一梯队代
表之一——对外指导价为 1499 元/瓶的飞
天茅台。然而，
“原价”
的茅台酒常常
“可望
而不可即”，有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各地区
飞天茅台的零售价在 2500 元/瓶左右。
“相
比核心产品价位稳定在 2000 元左右的茅
台，五粮液的价格市场还是能接受的。”周
浦的一位烟酒经销商邓先生对记者表示。
五 粮 液 提 价 后 ，国 窖 1573 迅 速“ 跟
涨”。值得注意的是，国窖 1573 提升的是

计划外配额的价格，此举比全面提价更为
稳妥和保险。而仅半个月以前，泸州老窖
刚对旗下 43 度、46 度国窖 1573 两款低度
产品进行停货与价格新规。目前两轮提
价后，国窖 1573 系列 52 度、46 度、43 度皆
达到千元价位。
“ 各个品牌都希望让产品
的终端成交价突破千元关口，抢滩真正的
高端白酒市场，既收获经营利润，也收获
品牌价值。”邓先生表示。
引发品牌“混战”的高端白酒市场有
多大？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 中国酒
类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自 2016 年下半
年以来，随着消费观念的升级，中高端白
酒复苏趋势明显，预计到 2020 年中高端
白酒市场规模将突破 1800 亿元。无论是
头部知名酒企，还是区域强势酒企，都在
高端化领域加大投入，据了解，今年以来
郎酒、洋河、古井贡酒等酒企都对旗下产
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提价。
眼下中秋将近，白酒销售旺季即将到
来，有经销商预计，高端白酒批发价或将
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也有消费者认
为，酒企竞相跟风提价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消费需求，只会将白酒推得离主力消费者
越来越远。

世茂物业升级为
“世茂服务”
聚焦“0-1 公里”
社区商业 计划于 2021 年上市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从“对物服
务”转变为“对人服务”，是近年来高端物
业企业一直在探索与实践的理念，这也成
为物业行业拓宽市场的契机。近日，世茂
集团全资子公司——世茂物业举行品牌
焕新发布会，宣布升级为“世茂服务”，并
计划于 2021 年上市。
世茂服务所涉项目遍布全国 50 余个
城市，签约管理面积达 1 亿平方米。其中
包括位于陆家嘴的世茂滨江花园等高档
楼盘。
“战略转型升级为世茂服务后，将通
过颠覆传统物业行业发展路径，实现管理
规模和服务模式的突破。”世茂集团董事
局副主席、总裁许世坛透露，按计划世茂
服务将于 2021 年上市。
“地点还没有最终
确定，
我觉得 A 股、H 股都可以选择。”

为此，世茂服务将与科技行业头部企
业合作，运营孵化多个自主品牌，业务涉
及社区教育、不动产托管、社区健康等领
域，打造“0-1 公里”的社区商业。同时，
世茂服务已经推出针对“用户生活服务”
研发的生态系统——
“Ocean X 世茂深蓝
服务系统”，将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物业行
业的智能升级。
世茂物联也首次正式亮相。世茂集团
助理总裁、
审计与信息管理中心负责人、
世
茂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岩表示，
传统物业企业发展本身存在着“成本”和
“盈利”两方面的问题，智慧物业正是解决
这两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智慧物业降本增
效的同时，
也必然能带动服务质量的提升，
进而提升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达到丰富
产业链、
实现多元经营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