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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位于浦东金桥地区的

综合型商业地产“金桥太茂商业广场”即将

对外试营业，通过提供高效便捷的互联网

化服务，金桥太茂试图打造沪上首个智慧

商场。

据了解，金桥太茂位于金桥正中心，紧

邻主干道杨高路，汇聚周边常住居民及金

桥开发区精英人才。商业体量 7.7万平方

米，含括电影院、高端生鲜食品超市、餐饮

美食、亲子教育、快时尚及娱乐休闲等丰富

业态组合。

目前，项目招商已经基本完成，确认入

驻的项目包括爱格、优衣库、H&M、热风、

Vero Moda等零售业态，星巴克、新石器烤

肉、高老九火锅、小牛漫步、什味阁、大咀港

式茶餐厅以及必胜客等餐饮业态，还有大

鼓米线、爱茜茜里、玛丽莲甜品、开心丽果

等甜品小吃。儿童业态上已经确认入驻商

场的品牌包括蕃茄田艺术、爱婴室以及星

优儿等早教机构，大型超市方面绿地集团

旗下全球商品直销中心G-Super也已确认

入驻。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浦东地区第三个

IMAX影院，也是金桥地区首个 IMAX影

院，上影 IMAX影城已经确认入驻金桥太

茂四楼，影院面积 4000平方米，设有 7个

放映厅，可容纳 1200 人同时观影。上影

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影院将提供 IMAX电

影、4D、3D等观影形式，满足观众的不同

消费需求，且影院还将同步举行各类体验

活动，让影迷们能够在影院享受到不一样

的观影服务，预计影城将于今年下半年对

外营业。

事实上，浦东金桥地区已有的商业项

目有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等，对于如何在竞

争中取胜，金桥太茂的董事长吴少聪表示，

历时 30个月的建设，金桥太茂即将于 6月

底试营业，目前招商情况十分喜人。未来，

金桥太茂将把消费者当成商场主角，尽全

力为客户带来极致的用户体验。

记者了解到，金桥太茂将携合作方为

消费者提供会员智慧客流分析、在线自助

停车缴费、无线连网服务等。其中，在线自

助停车缴费可以让消费者通过手机直接支

付停车费，免去人工收费环节，而无线连网

服务则可让消费者不用再输入验证码，通

过微信就能直接在商场连网，为消费者省

去不少麻烦。商场会员积分还可进行停车

费抵扣以及线上代付。

来自浦东新区商务委的资料显示，

2011 年以来，浦东新增商业营业面积约

200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总量达到950
万平方米。商品销售总额从 2010年底的

7594.61亿元，上升到 2014年底的 20287.7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 27.4%。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从 2010年底的 1036.88亿元上升

到 2014年底的 1638.99亿元，占全市比重

达 18.8%，零售和销售规模都居全市各区

县之首，增幅为中心城区之首。

“十二五”期间，浦东商业布局整体向

高端商业倾斜、向中部腹地倾斜、向浦东南

部地区倾斜、向保障民生倾斜、向重点开发

区倾斜，推进一批重点商业项目开工开

业。作为上海市商务委规划到 2020年形

成的22个地区级商业中心之一，浦东金桥

商业中心将依托已有优势，在功能定位、业

态配比、品牌引进上形成差异化发展，提升

区域商业规模和特色。

对此，吴少聪表示，希望金桥太茂能够

成为浦东甚至是全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智慧

商场。

浦东金桥地处浦东新区中部，南临张

江高科技园区，北依高行镇，西与花木街道

相连，东接高东镇。目前金桥已成为浦东

重要的办公、生活园区，共有 50万常住人

口和37万的流动工作人口。

浦东首个智慧商场6月底试营业
推行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化服务 增强用户体验功能

■本报记者 欧莉 浦东报道

日前，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京东大

数据平台发布了《2016中国母婴产品消费

趋势报告》，这不仅是双方合作发布的首份

大数据产品，更是国内首份基于用户大数

据行为所形成的母婴行业生态报告。报告

指出，今年全国母婴行业的市场规模(针对

孕产妇及各年龄段婴童在衣、食、住、教、娱

等各需求方面产业)达2.26万亿元，预计到

2018年将突破3万亿元。

报告发现，目前母婴用品的消费主力

是 26-35岁的适龄父母。相对来说，一线

城市的奶爸更顾家，而随着城市级别降低，

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也就越重。其

中，上海是各省市中男性用户购买母婴产

品最多的地方。

在母婴产品的选择上，报告指出，中国

消费者网购母婴产品主要以奶粉、尿不湿

为主，两者销量占比超过六成，且一旦购买

后就对品牌拥有极高的忠诚度。其中，一

至三线城市用户购买200-299元价格段的

奶 粉 最 多 ，四 至 六 线 城 市 用 户 购 买

100-199元价格段的较多。且超过八成用

户一旦购买后就不会更换奶粉品牌，只有

13%的用户会尝试两个品牌的奶粉。

从全国母婴用户的分布来看，广东、江

苏、辽宁、福建、湖北、浙江、山东、四川等8
省市，位于母婴消费第一梯队；而湖北、四

川则分别各是中部、西部母婴消费最强省

份。但就消费潜力而言，受渠道下沉及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中西部新兴市场消费潜

力巨大。分城市级别来看，一线城市各项

花费比较均衡，尤其是玩具乐器、喂养用

品、洗护用品、营养辅食、图书消费占比都

领先全国。换句话说，一线城市的妈妈更

注重教育，在图书上的消费领先全国；而在

五、六线城市中妈妈们更注重“硬件”，特别

是童车、童床、童装的花费比例比其他级别

城市都高。

报告还指出，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

开，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母婴消费市场的

潜力巨大，预计每年可新增超过 300亿元

的消费。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日前由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市

网络视听产业协会共同举办的VR影视

创作沙龙项目预选秀活动上，来自幻维

数码、米粒影业以及威锐影业的业内人

士认为，VR产业虽前程似锦，但内容开

发质量不够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投资机构Digi-Capital预测，VR/AR
硬件和软件市场潜力将达1500亿美元规

模，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无独

有偶，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

VR行业市场规模为15.4亿元，预计2016
年将达到56.6亿元，2020年国内市场规模

预计将超过 550亿元，我国VR产业正在

高速发展中。

目前，包括三星、索尼、微软等在内

的机构均在致力于头显设备的研发和迭

代，而在国内，以HTC、乐视、大朋以及蚁

视等为代表的公司也在涉足 VR 硬件。

在内容方面，以优酷为代表的互联网视

频公司在VR综艺、VR故事短片等均有

涉猎。

对此，幻维数码副总裁唐昊认为，虚

拟现实行业是脆弱的，如果没有超过用

户预期的用户体验，再伟大的创新也会

失败。他呼吁，在VR影视初创期，内容

开发不应过度，而是应致力于用极致的

方式开发用户体验。

威锐影业 CEO 董瑷珲则坦言，VR
影视目前在播放终端和设备上，没有达

到观众预期，容易让用户对播放效果持

质疑态度。如果开发机构只关注到了产

业风口而忘记了内容质量，很容易马失

前蹄。

而作为 VR 内容开发的技术从业

者，米粒影视CTO徐喆则认为，虽然目

前VR内容开发很难做到极致的用户体

验，但敢于尝试的心是产业各方需要具

备的。他透露，目前米粒影业正着手

VR 电影的制作，未来，VR 影片会将所

有视觉选择权还给观众，让观众可以

360 度看内容，在尝试中让机构和观众

一起成长。

与VR影视创作沙龙同步举行的还

有VR产业的公司路演，12个与VR、AR
有关的泛娱乐项目代表进行了展示，优

秀项目团队将进入上海国际电影节“互

联网+影视”产业投资跨界峰会的最终路

演。

据悉，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
正式开幕，电影节将以互联网为依托，举

办互联网电影展映、“互联网+影视”产业

投资跨界峰会、互联网电影上海高峰会

等一系列活动，旨在借助上海电影节的

平台优势，打造互联网影视新人与优质

IP的孵化平台。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国内VR（虚拟现实）亟需建立行业

标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日前发

布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5.0》中

指出，未来VR产业市场应用空间广泛，

潜力巨大，但国内产业发展缺少成型的

思考，投机性严重，需要加快建立行业标

准，规范产业发展。

《白皮书》明确指出，VR的行业应用

有望全面展开，文化内容将日趋繁荣，技

术体系和产业格局也将初步形成，我国

VR产业若不尽快布局，将再次陷入落后

和追赶国外的局面。未来应该提前谋划

布局做好顶层设计，通过财政专项支持

虚拟现实技术产业化，实现核心技术突

破，加强文化和品牌建设。

《白皮书》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全球

VR/AR（增强现实）领域共进行了225笔

风险投资，总投资额达 35亿美元。随着

硬件设备的开发已基本成型，未来VR/
AR产品将重点在触觉、音频以及追踪等

领域进行发展，未来三至五年内产业硬

件设备会得到持续改善。

相关机构的预计显示，2017年VR设

备生态圈将初步形成，内容、服务等盈利

模式将有所突破，预计中国VR市场规模

高于 20亿元人民币。其中，军事仿真训

练与演练、虚拟现实游戏、医学、工业以

及教育文化是该产业主要应用领域。

不过，由于现阶段由于VR/AR产业

链条尚未成型，在内容开发、标准建设、

设备互通以及实时网络传输等领域，存

在着相当大的短板，也制约着产业大规

模应用。

《白皮书》指出，目前国际上已经开

展相关标准化活动的有 ISO/IEC JTC1/
SC24（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第 1 联合技术委员会第 24分委会。而

国内AVS标准工作组已启动虚拟现实音

视频编解码技术研发，有望推出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AVS虚拟现实标准，目前

已经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等科研院校及华为、腾讯、乐

视、爱奇艺、暴风等企业共同参与。

《白皮书》还着重强调，虽然国内专

注于此领域的公司近百家，但多数团队

为技术型创业团队，对行业商业模式和

应用方案没有成型的思考，产品化能力

捉襟见肘。与国外相比，国内VR产业在

高性能传感器等领域存在巨大差距。同

时，投机性过强使得很多产品在存在明

显瑕疵的情况下就急于发布，促使国内

研发能力愈发被削弱。

因此，《白皮书》建议，应尽快建立虚

拟现实技术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

通过财政扶持，支持产业核心技术突破。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5.0》发布

工信部呼吁尽快建立VR产业标准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佳士得获悉，其于近日举

行的香港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

术晚间拍卖”总成交额4.58亿港元。其中，

赵无极的《翠绿森林》以7068万港元成交，

为本次拍卖最高价拍品。

来自佳士得的资料显示，此次拍卖的

最高价拍品为赵无极约在 1950年创作的

《翠绿森林》，该作品以7068万港元的价格

成交,同时该作品亦为本季拍卖市场中该

类别艺术作品的最高成交价拍品。

此外，本次拍卖还刷新了5位艺术家作

品新的世界纪录，艺术家分别是塞萨·李

加·斯比(菲律宾)、尹亨根(韩国)、李圣子(韩
国)、谢景兰(中国)，以及鹫见康夫(日本)。

对此，佳士得亚洲区副主席及亚洲二

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部国际董事张丁元表

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的买家

竞投激烈，拍卖成交以项目计达到 70%。

其中，来自香港艺术经纪人张颂仁的私人

珍藏竞投非常热烈，成交率超过95%。

记者了解到，在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

艺术晚间拍卖之后，还有香港佳士得为庆

祝三十周年举行的一系列拍卖活动。

据悉，佳士得在全球艺术市场中位处

领导地位。目前，佳士得业务已涉及亚太

区内 11个市场，为全球来自亚洲、欧洲及

北美洲的藏家提供顶尖的专业服务。其每

年举行约450场拍卖，涵盖超逾80个范畴，

包括装饰艺术、珠宝首饰、摄影作品、收藏

精品、名酒等。

中国首份母婴产品
消费数据报告发布

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
艺术拍卖成交超4亿港元

上海电影节VR影视预选秀举行

用户体验考验VR产业未来

报告显示，虚拟现实正处于产业爆发的前夕，即将步入持续高速发展期。 □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