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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七天乐不停 打卡消费选择多

浦东景点接待人数同比增长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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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记者从新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获悉，今年国庆

假期，浦东主要旅游景区接待人数稳

步增长，纳入本次假日统计监测的浦

东 30 家景点接待总人数 241.449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9.57%。其中重点

区域方面，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

总人数 43.96万人次，临港地区接待

总人数42.97万人次。

景区力推新活动

为了在长假期间吸引更多市民

游客，浦东的各个景区都推出了全新的

活动，部分项目系首次对外正式亮相。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推出

了《聚·上海》《更·上海》《梦·上海》多

媒体秀，科技文化深度交融，假期七

天接待总人数14.21万人次。

金茂大厦 88层观光厅推出老上

海三零年代生活物件主题展，通过复

原老上海的生活百态，让人们在云端

之上迈入近代的“十里洋场“，七天接

待总人数8.69万人次。

上海科技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设立阅兵仪

式观摩点。“院士长廊”升级改造后首

度在黄金周与公众见面，《蛟龙入海》

等 4D电影受到观众好评，七天接待

总人数18.4万人次。

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年开启了中

国首个特色夜间野生动物园，成为夜

上海新的“网红”打卡地。长假期间，

刚过双满月的河马宝宝和“灵猴天地”

里的“猴二代”首次与市民游客见面，

七天接待总人数25.1万人次。

位于临港地区的中国航海博物

馆则推出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精品展”等3个临展，并围绕“海洋垃

圾与生活垃圾”主题，开展垃圾分类

艺术工作坊活动。假期七天，该博物

馆接待总人数2.12万人次。

休闲旅游亮点多

除了传统的旅游景区，越来越多

的商旅融合业态正在浦东逐步发展

起来。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佛罗伦

萨小镇推出国庆大促“潮流镇释

Fun”活动，成为国庆打卡潮流新地标，

七天接待总人数16.6万人次。

同样作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长泰广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策划“国潮回溯艺术节”主

题活动，将音乐、舞蹈、国潮、舞台、灯

光等元素相结合，献上一场别具风味

的舞台盛宴，假期七天接待总人数

44.05万人次。

此外，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上

海奕欧来奥特莱斯在长假期间准备

了独一无二的趣味逛玩路线，假期七

天接待总人数16.7万人次。

国庆假期，浦东新区积极开展各

级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共计开展活动

251场，阅读活动 86场，167571人次

参与，举办上海城市公园音乐周、“筑

梦新时代 奋进新浦东”——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展等重大活动。

假日期间，浦东新区各大文化展

馆（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及演艺

中心推出的活动亦是精彩纷呈。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东方艺

术中心等浦东新区 3 个专业剧场上

演 15台剧目 18场演出，其中涉外演

出1场，服务观众人数2.2万余人。

张闻天故居举办了“辉煌70年、

上海再出发”——上海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图片展。吴昌硕

纪念馆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诗书画印安吉行”名家

书画篆刻展。

多措并举保安全

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高度重

视旅游安全工作，节前通过印发工

作通知、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检

查等形式对旅游安全工作进行部

署，多措并举为游客出游提供安全

保障。

节前，区文化执法机构共出动

131 次，出动执法人员 1120 人次，检

查各类相关场所728家次，联合执法

12次，立案19起。国庆七天，60多项

精彩纷呈的商旅文体活动，吸引全球

游客一起共享。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

者 许素菲）国庆假期，浦东各个商

场、商圈、商街都洋溢着浓浓节日气

氛，消费热潮持续涌现。浦东新区商

业信息中心对30家重点商业企业的

监测数据显示，9月24日-10月7日，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9.29亿元，同比增

长 6.21%。其中，黄金周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5.98亿元，同比增长8.49%。

国庆假期，浦东各购物中心依然

是“买买买”集中地，零售额连续多年

保持两位数上涨。数据显示，纳入监

测的 10 家购物中心实现销售收入

5.46亿元，同比增长13.59%。具体来

说，节前一周销售额 1.83亿元，同比

增长 16.22%；节日期间销售额 3.64
亿元，同比增长 12.31%。其中，一系

列精准、特色的节庆营销活动发挥了

明显的带动作用。

世纪汇广场联合“上海艺术商

圈”，在LG2层公共空间打造了一场

主题为“八仙过海，争潮漫游”的多元

化潮流活动，寓意中国传统文化与潮

流文化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此，碰撞产

生新活力。球鞋、饰品等各式潮物琳

琅满目，不断吸引消费者驻足围观。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则将新开放

的 7 座全新空间 Festival Walk 打造

成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复古老上海空

间。旗袍店、胭脂店、老字号……每

一处细节都能勾起消费者心中的老

上海情结。

专业市场方面，汽车销售受行业

大环境影响，业绩出现一定下滑。监

测的两家汽车销售企业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 0.21亿元，同比下降 52.68%；

家庭装潢建材市场受房地产市场转

暖影响，销售额有所增长，纳入监测

的家庭装潢建材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0.28亿元，同比增长17.96%。

国庆假期也是餐饮、婚宴消费的

高峰期。节日期间，浦东新区商业信

息中心抽样的 6 家餐饮企业累计实

现 零 售 额 88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8.17%。其中，节前零售额 425万元，

同比增长 13.94%；节日期间零售额

462 万元，同比增长 3.36%。婚宴方

面，抽样的5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

入526万元，每桌均价超万元。

此外，卖场超市业绩大涨，监测

的 6 家大卖场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13亿元，同比增长 14.45%，山姆会

员商店和华润万家上南店都取得了

业绩增长超三成的良好销售成绩。

农副产品涨跌互现，从监测的米油肉

禽蛋等八类主副食品零售价格方面

来看，除猪大排零售价同比上涨

65.05%、绿叶菜同比下降 5.20%外，

今年国庆假期浦东农副产品价格整

体运行较为平稳。

■本报记者 赵天予 见习记者 沈馨艺

金秋9月，上港集箱外高桥码头堆场内依旧热气腾腾，堆

场上的一个个集装箱内更是像蒸笼一样。浦东海事局四级

高级主办、危防中心主任陈维满头大汗地从一个“蒸笼”里钻

了出来，核查完手上的货单，才腾出手来擦了擦汗。

这片堆场，是陈维最熟悉的地方。工作 17年来，她在这

里摸爬滚打，成长为知名的“海事女福尔摩斯”。她还主导、

参与了一系列的海事业务创新，为国门筑起一道坚固铁闸。

改善沿海空气质量

近年来，上海、江苏和浙江监测的二氧化硫浓度同比下

降了 25%、18%和 17%。究其原因，海事巡逻艇上配备的无人

机是其中的利器，而这项做法的探索者与实践者便是陈维。

“2016年4月1日，上海率先启动了长三角核心港口船舶排放

控制工作，要求进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内的船

舶，只能使用低硫燃油。”陈维介绍，这项做法施行之初，如何

监测成了一项难题。

通过对公约法律的研析、对上百艘船舶的实访、对数千

台设备的排摸，陈维带领同事不断摸索实践，最终确定了使

用无人机嗅探技术，对船舶烟囱排放的尾气进行检测，来计

算其燃油硫含量的方法。同时，她从“查什么、怎么查、检查

标准”入手，成功编制了《船舶排放控制区现场检查指导手

册》，为全国开展船舶排放控制区管理奠定了基础。

陈维的努力，不仅为上海港排放控制区监管提供了智能

化、现代化科技保障，还推动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的高质量发展。目前，临近港区的高桥监测站，二氧化硫

浓度同比下降了52%，船舶排放控制的绿色生态红利，正在不

断显现。

成为“海事女福尔摩斯”

“海事女福尔摩斯”的成名战，则打响于 2005年。那年 4
月 29日，从上百万条货物信息中，陈维筛选出隐藏其中的危

险货物，这也是全国海事系统第一次成功开箱查验。

2004年，在连续发生了多起因危险货物谎报瞒报导致的

重大事件后，浦东海事局决定开始探索研究开箱查验，这项

任务落在了陈维身上。“开始的时候是纯手工的，从密密麻麻

的舱单中，逐一排查货物信息，每天都会有 30艘左右的船进

出港，我们只能利用下班时间，大海捞针地去做。”

2005年 4月 29日，一票装载货品名称为“Pardichloroben⁃
zene”的货物引起了陈维的高度怀疑，这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对比《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她发现了一个品名为“P-di⁃
chlorobenzene”的海洋污染物质，这会不会是危险货物谎报瞒

报？陈维锁定了目标。22时 25分，箱门打开，陈维和工人们

一起拉出一包货物，包装上清楚地写着“P-dichlorobenzene”
的字样，并有“海洋污染物”的危险性质标志。全国海事系统

第一次开箱查验成功了。 （下转2版）

节庆营销活动引流效果明显

黄金周浦东各商圈掀消费热潮

今年国庆假期，浦东主要旅游景区接待人数稳步增长。 □徐网林 摄

创新海事业务 守卫国门安全
——记浦东海事局高级主办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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