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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迪士尼乐园门票昨天开售，上海海昌

极地海洋公园明年底也将具备开园条件，

到 2019年，还有一个冰雪世界将在临港

建成。随着主题公园类大型旅游项目运

营日期的渐行渐近，浦东的旅游业获得越

来越丰富的支撑。

3 月 25 日，在“2016 劲旅景区峰会

上”，海昌海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

裁王旭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旅游

项目的集聚，将使整个区域的旅游协同发

展，有助于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打造。海昌

极地海洋公园将以国际水准为目标，力争

与迪士尼乐园南北呼应，拉动旅游。

规划中，上海要打造为世界著名旅游

城市，浦东则在努力成为上海这一世界级

旅游城市的核心区。在浦东，有都市游、乡

村游、休闲度假游，但此前，大型的旅游项

目却还欠缺，使旅游发展支撑仍显不够。

如今，随着迪士尼乐园、海昌极地海

洋公园、冰雪世界等大型旅游项目的落

地，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改观。

昨日开始销售门票的迪士尼乐园，第

一个引爆了游客期待。这座中国大陆第

一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公园，将以

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

日世界、梦幻世界六个主题乐园，呈现出

神奇王国风格。它在浦东的落户，为上

海、浦东成为世界级旅游城市，增添了最

具分量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距迪士尼半小时车程的海昌极地海

洋公园，是落户浦东的又一个大型综合性

主题乐园。这一公园以海洋文化为主题，

同时将海洋文化体验与主题娱乐互动融

合，有动物展示、主题娱乐、文化休闲、科

普教育、精彩表演等内容，将在 2017年底

具备开园条件。

而浦东第三座世界级游乐园是去年

同样落户在临港的冰雪世界。这一项目

由新加坡高鸿集团主要投资，陆家嘴集团

和港城集团共同参与，建成后将成为世界

最大的综合性室内冰雪旅游度假项目。

它与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只有一路之隔，集

聚效应更为明显。据了解，该项目预计

2019年建成，届时以滑雪为核心，同时综

合各种娱乐休闲项目，形成一个完整的度

假区，年客流量预计200万-250万人次。

巧合的是，落户浦东的这三个大型综

合性旅游项目，都是主题公园类型。而这

一类型，也是旅游市场目前发展最快、市

场潜力巨大的一个类型。

“中国主题公园经历了初级发展、盲

目跟风、投资大量跟进的几个阶段，现在

需要从量变到质变的跳跃。但同时中国

主题公园市场空间巨大，2012-2014年中

国有 39家主题公园开业，预计到 2020年

还有 64家。从现在的区域布局来看，主

要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中部；

在未来市场空间上，从供需两个方面看，

到 2030年主题公园市场大概还有 9亿人

次的市场缺口。”王旭光说。

浦东“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充分

利用迪士尼项目辐射作用，带动周边旅游

资源协同发展。业内人士认为，几个大型

乐园的落户，对浦东及上海的旅游业发展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几个项目也可以“主

题互补、合作双赢”，推动上海世界级旅游

城市目标的实现。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沃尔玛推出跨境电商服务

APP——全球 e购，宣布进军跨境电商市

场。

记者在全球 e购上看到，目前页面有

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4个国家

的 200多个商品。所有商品均为沃尔玛

自采自营，其中一半的商品来自沃尔玛海

外市场非常畅销的自有品牌，如沃尔玛旗

下的英国Asda和日本Seiyu的食品等。此

外，该平台还出售日韩的面膜、美国和澳

洲的营养保健品等中国“海淘”市场中的

热门爆款。

由于未能抢得跨境电商市场的先发

优势，沃尔玛选择了低价突围的战略。该

平台规定，如果所售商品价格高于京东自

营海外购、华润万家e万家跨境购、亚马逊

海外购、天猫国际、网易考拉等 5家主流

跨境电商平台上自营海外产品的价格，消

费者有权在7个工作日内申请退还差价。

据悉，作为巨无霸零售企业，沃尔玛

拥有强大的采购能力、议价能力、供应链

支持背景。这些背景资源充分决定了沃

尔玛在进军跨境电商市场时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记者了解到，沃尔玛旗下的知名

电商平台 1号店之所以能在进口乳制品

领域打赢价格战，也是利用了沃尔玛在商

品货源和供应链上的全球资源。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零售业巨头

线上转型的一大趋势。跨国公司方面，

德国零售业巨头麦德龙去年 9月在天猫

国际开设官方旗舰店，正式开启跨境电

商业务。国内企业中，华润万家电商平

台 e万家引入优质进口商品。大润发旗

下的飞牛网也上线环球购业务，入局跨

境电商。

业内人士认为，零售巨头加入跨境电

商行列将促进跨境电商市场迅速发展。

一方面，零售巨头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

国际化的采购系统、完善的实体终端，可

以迅速在跨境供应链方面占据优势。另

一方面，国际知名品牌为电商背书，将促

使消费者对进口产品更进一步的认知和

接受。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日前举行的UP2016腾讯互动娱乐

年度发布会上，阅文集团CEO吴文辉表

示，阅文集团将迎来“内容连接2.0”时代，

其中盗版将成为集团未来的重点打击对

象。

据了解，作为中国最大的正版数字阅

读平台和最大的文学 IP输出平台，阅文集

团目前囊括QQ阅读、起点中文网等业界

领先品牌，拥有 1000万部作品储备，覆盖

200多个内容品类，包括业内顶尖作家在内

的创作者数量高达400万名，产品触达6亿
用户，占据90%的国内 IP改编市场份额。

面对国内文化产业市场进入大爆发

时代，IP价值不断被提升，吴文辉表示，今

年阅文将进入“内容连接 2.0”时代，包括

全体验入口、全内容引入、全场景覆盖、全

正版支持四大方向。

其中，全体验入口的功能主要由QQ
阅读承担。作为连接阅文全量内容与 6
亿用户的移动入口，QQ阅读全面承载阅

文旗下 8家原创文学网站、6家出版发行

平台以及 2家音频听书品牌所汇聚起的

海量内容与服务。

全内容引入方面，目前用户除了可以

通过PC、手机、平板等多种终端方式以一

个账户打通，阅文自主研发的电纸书产品

也即将上市。吴文辉透露，由阅文自主研

发的电纸书面向酷爱纸质阅读体验的重

度用户，是一款专为中国读者设计的产

品，该产品接入了阅文旗下全品类丰富内

容，体量将全面超越市面上其他电纸书，

同时自带社交属性。

对于全正版支持方面，吴文辉也明确

表示，将侵权盗版作为产业发展的头号敌

人，通过常态化法律维权动作，联合行业

力量、政府力量、社会舆论等，打响反盗版

的攻坚战。来自阅文的数据显示，迄今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的投诉次数超过 2000
次，遏制非法侵权作品 4万部，成功下架

了近50个侵权盗版手机软件。

他强调，作为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阅

读平台，阅文所构建的“内容连接 2.0”生
态“必须以100%正版内容支持为基础”。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昨日，生鲜电商“易果生鲜”宣布完成

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阿里巴巴和KKR
投资。据称这是迄今为止生鲜电商行业

最大的融资。

易果生鲜联合创始人、联席董事长金

光磊表示，本轮融资将有力推动易果生鲜

扩展和增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过

一体化品控、体系化运作和区域化运营，易

果生鲜将为更多家庭提供有品质的服务。

据介绍，易果生鲜网是一个主打生鲜

水果的 B2C 电商平台，旗下有易果、原

膳、乐醇、锦色四个品牌。从 2005 年开

始，易果生鲜在生鲜垂直行业已经积累了

10 年的经验，拥有 500 万个家庭会员和

9000家企业会员。此外，该平台拥有较

好的供应链资源和物流配送能力，已经实

现全程冷链运输，全年无休鲜活配送，配

送服务覆盖300多个城市。

2013年，易果网获得阿里巴巴的数

千万美元战略投资，并于 2014年收到阿

里巴巴和云峰资本联合注资的 B 轮融

资。值得关注的是，本月早些时候，阿里

巴巴投资的支付宝会员生鲜体验店“盒

马鲜生”刚刚在浦东金桥开幕，阿里帝国

的商业版图正在往生鲜领域迅速扩张。

易观智库 3 月发布的《中国生鲜电商市

场 2016 年度盘点报告》显示，2015 年生

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达 542 亿元，并预

测，今年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将超 900
亿元。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浦东祝桥镇多块住宅

用地和商业用地即将上市出让，这些地块

的出让将助力祝桥镇在发展航空经济的

同时，提高宜居指数。

据了解，此次推介上市的地块包括住

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其中祝桥镇中心镇区

核心区G-10、H-5地块以及H-14地块

为住宅用地，土地面积分别为14.03公顷、

5.64公顷以及 2.04公顷。祝桥镇中心镇

区核心区F-5地块以及D-5地块为旅馆

业用地，土地面积为 4.76 公顷和 3.86 公

顷。而H-9地块为三类居住用地，土地

面积为12.31公顷。

有关资料显示，祝桥镇位于浦东新

区中部，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腹

地和中国大飞机产业的基地。祝桥镇区

域总面积 160.19 平方公里，是上海市区

域面积第一的大市镇。下辖祝桥、盐仓、

东海、江镇、施湾五大社区、64 个村，镇

域人口 12 万，其中常住人口 7.5 万。作

为新市镇重点镇，未来祝桥镇将规划打

造“生态、宜居、活力、创新”的综合环境，

建设与国际航空城相匹配的高档国际化

居住区。预计未来 10到 15年内，祝桥将

形成产值 1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民用

航空产业集群，人口将超过 50 万，成为

都市型航空城，成为“十三五”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创新转型和功能升级的重要载

体。目前，祝桥镇主要规划的板块分为

城市生活板块、航空经济板块以及国际

空港板块。

来自世联行的统计数据显示，祝桥

区域内近三年住房年均去化在 6万平方

米左右，从成交价格来看，近三年价格呈

现稳步上升趋势，目前区域内成交均价

在 25500元/平方米左右。不仅如此，祝

桥镇住宅用地历史成交记录显示，2013
年祝桥镇共有 4 幅住宅和商业用地出

让，其中住宅用地的成交楼板价为 11300
元/平方米以上，溢价率达 90%，而商业

用地的楼板价则为 7000 元/平方米左

右。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在外高桥汽车主题产业园内，

华东最大宝马（BMW）4S店宣告投入运

行。作为宝马大家庭中新的一员，上海宝

诚申江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及摩托车

等衍生产品为一体。

据了解，宝诚申江总用地面积 11648
平方米，建筑面积 30500平方米，为华东

地区规模首屈一指的宝马 4S店，该店还

荣获2015年宝马优秀品牌建筑奖。

浦东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发展活

力最强的高端汽车产业园——外高桥汽

车主题产业园位于五洲大道申江路，规划

面积 82万平方米，已汇聚了 10个高端汽

车品牌的 11个项目，既有品牌车的旗舰

店和 4S店，也有品牌车的培训中心和研

发总部。

据悉，随着宝诚申江店的正式开业，

再加上2013年开业的奥迪旗舰店和已开

建的东华之星“奔驰世界”项目，高端汽车

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三“巨头”已齐聚新发

展南块汽车主题产业园，园区产业集聚的

“含金量”进一步凸显。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每年 3月至 5月，日本各地樱花陆续

开放，迎来一年一度的樱花季。近期，以

赏花为主题的日本游产品价格逐渐涨至

高点，有不少消费者开始考虑选取性价

比更高的其他赏花游路线。

市民李小姐告诉记者，她本来打算 3
月和未婚夫前往日本赏樱。没想到进入

赏花季之后，前往日本的赏花游价格一

路飙升，让她大感不值。

记者从浦东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从

3 月初开始，以赏花为主题的日本游价

格就已经开始上涨，例如上海出发的日

本大阪京都富士山 7 日 6 晚樱花游产

品，平日里报价为 4500元左右的跟团游

普遍上涨到 6000 元-8000 元。携程旅

游网上一款“日本北海道+东京 8日 7晚

赏花跟团游”产品的价格甚至涨到上万

元。

旅行社负责人介绍，如果单纯地想

选择赏花游，可以考虑转向其他赏花游

路线，比日本樱花游性价比更高。清明

小长假前夕，驴妈妈联合国内十几个省

份的各大景区，重磅推出全国赏花地

图。据透露，赏樱花推荐武汉大学、上海

顾村公园、无锡鼋头渚；赏油菜花推荐江

西婺源、江苏泰州、广东英德、安徽西递；

而上海南汇桃花村、浙江奉化溪口、西藏

林芝则是赏桃花的绝佳选择。

迪士尼 海洋公园等项目开园日渐临近

大项目将撑起浦东“世界级”旅游

沃尔玛推出跨境电商APP“全球e购”
零售巨头进军跨境电商市场

阅文集团自主研发电纸书即将上市

易果生鲜完成C轮融资
阿里巴巴继续加码生鲜电商

日本赏花游价格飙升

华东最大宝马4S店
在外高桥开业

浦东祝桥
多块土地即将上市出让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