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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蓓君 浦东报道

1月5日，10万中老年人参加海选的

“旅游春晚”，在苏州木渎举行全国总决

赛，最终决出了包括上海西宫舞蹈队在

内的 8支队伍，参加旅游卫视旅游春晚

节目的录制。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老年细分人群，

丰富中老年人在旅游、休闲、社交等方面

的选择，同程百旅会近期推出了“中老年

旅游春晚”、中国首部中老年旅途与人生

故事丛书《岁月与旅行》，还将在2018年

推出首部旅游业大电影。其中，由同程

旅游和旅游卫视共同打造的“首届中国

中老年旅游春晚”，在全国8大赛区开展

了超千场海选比赛。

对于很多参赛者来说，他们中不少

人身怀才艺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舞台施

展，此次参加“旅游春晚”，他们在一轮轮

比拼和演绎中，将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展

示给了外界。“妈妈年轻时是单位的文艺

能手，后来忙于工作和家庭就无暇顾及

了，退休之后只知道她经常和一群阿姨

跳跳舞唱唱歌，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看

到她，的确被惊艳到了”。陪同妈妈参赛

的王女士表示，一路走到现在，比赛名次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妈妈

们老有所乐，重新找回了青春的感觉。

“旅游春晚”已确定将在2月1日（大年初

五）播出，届时观众可通过旅游卫视一睹

中老年人的风姿。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尽管世纪公园外围步道改造工程完

成尚需时日，外圈跑步闭环也还未启用，

但以跑步为主题的运动体验店“卡位战”

已经悄然展开。世纪公园周边已先后聚

集了美津浓、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运动

品牌的跑步体验店。

新店强调体验功能

在上述三大品牌中，阿迪达斯是最晚

来到世纪公园当“邻居”的——1月 7日，

阿迪达斯上海首家跑步概念旗舰店于浦

东嘉里中心揭幕。这家店坐拥250平方米

零售空间，店内集合了阿迪达斯跑步系列

的高能装备，包括跑鞋、跑步服装、跑步辅

助装备以及训练系列各项高能装备。

同时，店内还装载了 BOOST RUN
LAB 与 RUN GENIE 尖端跑步科技装

置。跑者们佩戴RUN GENIE装置在跑

步机上试跑，仅仅10秒就得到了阿迪达斯

专业的跑步偏好测试结果，参考测试结果

挑选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跑鞋。

阿迪达斯方面表示，作为上海首家跑

步概念旗舰店，阿迪达斯将以此为中心，依

托世纪公园跑步“圣地”，与上海当地的跑

团展开更为紧密的合作，为跑团成员们带

来更多福利，包括旗舰店固定课程名额尊

享、adidas签约教练课程预约、马拉松季针

对性课程定制等众多贴心专业的服务，为

跑步爱好者打造独特的交流平台。

跑步“圣地”享粉丝红利

艾瑞咨询此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互联网体育用户经常参加的

运动项目中，跑步位居榜首，56%的用户经

常跑步。借助全民跑步东风，跑步活动和

跑团的认知度与参与度逐步提升，2016年

50%的用户参与过跑步活动/赛事（2015
年为 46%），业余长跑活动最受欢迎，25%
的用户参加过跑团（2015年为14%）。

世纪公园作为上海跑步爱好者公认

的跑步地标，在多个沪上跑步路线指南中

都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跑步“圣地”。也因

此，世纪公园吸引了多个运动品牌在其周

围布局。2013年 3月 1日，美津浓国内首

家跑步概念店RunningStation落子；2015
年10月，上海耐克世纪公园跑步体验店赶

在上海马拉松赛前夕开业。与阿迪达斯

跑步概念旗舰店类似，这两家门店也有针

对跑友推出的定制化服务，包括存衣、更

衣、淋浴等服务。

一位居住在联洋社区的跑友表示，自

己在跑步过程中，会经过上述跑步概念店：

“如果有需要的话，肯定会先去概念店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装备。”而不少在世纪公

园周边坚持跑步的跑友则表示，对跑步概

念店内的跑团活动抱有期望。

跑步概念店仍需盈利模式

开业当天，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运动表

现系列市场副总裁罗曼赫在与现场跑者

进行交流时表示，跑步是阿迪达斯在全球

重点城市上海的核心品类之一，很高兴有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在经营了两年多

时间后，美津浓率先告别世纪公园。当时

该店在门口贴出“暂停营业”的通知后，不

少跑友都对这家店的离去表示惋惜。

一位业内人士对此指出，随着国内跑

步运动的流行，跑步品类销售在这些运动

品牌中的比重肯定会逐步增加，这与发达

地区的发展趋势一致。“跑步概念店无疑

是吸引跑者入手专业装备和扩大品牌影

响力的利器，但盈利模式不易摸索。如果

只是作为品牌宣传的阵地，效果可能不一

定好。”他说。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日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ES消费电子展上，微软推出了其基于

Azure系统的车联网云平台技术。汽车

生产商可使用这一平台，开发自己汽车

品牌的车联网技术与服务。该技术将于

今年下半年正式对外公布。

据了解，该技术是一个基于云计算

的实时便捷平台，主要解决汽车驾驶中

的预测维护、车用生产力提高、先进导

航、客户洞察等核心问题，并帮助建立自

主驾驶能力。

根据微软披露的信息，目前微软已

经与雷诺日产以及宝马建立了合作关

系。其中，雷诺日产计划在下一代汽车

开发中使用该项车联网技术。微软与宝

马公司的合作，则是在Azure上开发宝

马 Connected平台。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中，微软方面

经常提及其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提供“智

能”服务。在 2016年洛杉矶车展中，微

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良好的车联网

技术需要更好地了解乘客，能够识别乘

客情绪，给予相应对策并优化行程体验。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后市场规

模在2014年已达6000亿元，2015年市场

产值达8000亿元。2017年，中国汽车后

市场将全面进入车联网时代。到 2018
年，预计这一数字将突破万亿元大关。

而从全球范围来看，预计到 2019
年，互联汽车市场将增长到131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9143.6亿元），有望成为与

汽车行业紧密联系的独立业务领域。

对此，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Peggy
Johnson表示，在拉斯维加斯CES消费电

子展上公布的微软车联网平台，由一系

列运行于微软智能云Azure上的服务构

成，这些云端创新将助力汽车厂商创造

出与众不同的联网驾驶体验。

他指出，这并不是一个车载操作系

统或所谓的“完成品”，而是一个构建在

云端的、不断发展的灵活平台，用以帮助

合作伙伴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驾驶应用

场景中发挥威力。

他透露，微软车联网平台将在今年

下半年正式对外公布。届时，它将为汽

车带来全方位的智能服务，包括虚拟助

手、业务应用、Office服务和生产力工具

等。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

市，已将“建设国际消费城市”明确写

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日前，有关部

门提供的一组数据和指标体系显示，

上海迈向国际消费城市的步伐正在加

快。

去年 1月—11月，上海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9965亿元，增速达7.8%左

右。全年数额有望在 2015年之后再

次突破 1万亿元，位居全国主要城市

前列。而在反映国际消费城市能级的

重要指标——吸引国际消费和引导境

外消费回流方面，上海市场所散发的

“磁力”也越来越大。去年前11个月，

上海接待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创下新纪

录，达786万人次。

此外，截至2016年底，全球340家
跨境零售企业中，已有 180余家入驻

上海，数量仅次于伦敦和迪拜，列全球

城市第三。上海俨然已成为全球商业

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接受采访时

表示，上海已经明确了建设国际消费

城市的线路图：“未来3到5年，加快形

成‘国内国际、双管齐下’的消费发展

格局，把上海打造和建设成为我国国

际化程度最高、消费市场规模最大、消

费环境最好、引导创新能力最强的综

合性国际消费城市；未来 5到 7年，成

为全球知名、亚洲领先、位居全球前列

的国际消费城市，成为全球消费资源

进入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首要门户，

成为中国品牌集聚并走向全球的窗口

和高地。”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位于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上

汽通用汽车近日发布最新销量数据：2016
年 12 月销售达 212307 辆，创年内新高。

该公司全年完成销售 1887071辆，同比增

长7.7%。

上汽通用汽车方面表示，2016年旗下

三大品牌继续扩充和完善产品型谱，助推

产品结构与销售质量的同步提升。其中，

别克品牌在 SUV、中大型车、中级车以及

MPV等多个细分市场，都呈现出销售亮

点，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持续增强。

雪佛兰品牌随着新车型销量步入上升通

道，销售结构实现上升式调整，中级车、中

高级车及SUV的销量占比从去年的64.3%
提升至71.4%。凯迪拉克则在中大型豪华

轿车、中级豪华轿车、中型豪华 SUV三大

主流豪华细分市场不断扎实根基，实现了

豪华车市场销量排名第四的全新突破。

具体到细分市场，上汽通用汽车在

SUV市场表现强劲，销量同比增长26.5%，

尤其是别克昂科威，全年累计销售275383
辆，同比增长 69%，在合资品牌 SUV销售

榜位列榜首的同时，也创下了合资SUV年

度销量的新历史纪录。

得益于去年年初金桥工厂落成投产、

推进国产化进程的加快，凯迪拉克品牌在

豪华车市场的销量连创新高——2016年

累计销量达到 118016辆，提前 1个多月突

破年销 10万辆历史性纪录，实现同比增

长 47.5%，成为行业增速最快的品牌之

一。同时，上汽通用汽车还全面开启新

能源战略。去年一年中，其旗下三大品

牌各自推出了凯迪拉克CT6 Plug—in插

电式混合动力型、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和雪佛兰迈锐宝 XL 全混动车型等三款

新能源车型。

与密集的产品更新换代同步，上汽通

用汽车大力推动绿色智能科技的应用与

普及，包括高效节能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

机与全新变速系统、全新一代智能安全与

智能互联科技、低风阻设计、复合材料应

用、车身轻量化技术以及领先制造工艺

等。

众品牌挖掘世纪公园跑步商机
阿迪达斯 耐克 美津浓纷纷来做“邻居”

微软车联网平台
技术将正式公布

上汽通用汽车2016年销售近190万辆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昨日，由十多位国内知名艺术家再创

作的几百只“奇宝兔”被送往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进行拍卖，拍卖所筹集善款将被

用来建立“梦想中心教室”，支持国内儿童

素质教育。这也是主办方奕欧来继上海

购物村跨界运营艺术商业地产后，首次将

艺术品投入公益项目。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所有捐赠参与

拍卖的“奇宝兔”均由意大利设计大师乔

凡诺尼创作，奕欧来方面邀请了包括李守

白、牛安以及王小慧等在内的十多位国内

知名艺术家与设计师对白色“奇宝兔”进

行再创作，并通过真爱梦想进行线上线下

筹款拍卖，所筹款项将全部投入帮助缺乏

教育资源的中小学建立“梦想中心教室”。

目前，首场公益拍卖已经筹集善款

110.8万元。

对于此次活动，奕欧来上海购物村开

发方唯泰集团中国首席运营官 Gary

Rosen表示，艺术和商业地产是互通的，在

购物的同时，商业地产理应提供给消费者

更舒适、更具艺术感的购物体验。奕欧来

希望能够通过公益活动让艺术带动慈善，

推动中国儿童的素质教育，同时也为上海

和迪士尼作出一份贡献。

记者了解到，这些兔子于去年中秋节

时“登陆”奕欧来上海购物村。当时，围绕

“萌兔”主题，游客和市民通过微信照片打

印记录与1001只兔子的美好回忆，并可定

制专属潮兔艺术品，这一特色主题活动，

在节假日期间吸引了大批市民参与。

从商业走向艺术，从艺术走向慈善，

商业地产与艺术的互动日趋多元化。此

前，商业地产全程服务商RET睿意德联

合上海亚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布的

2015年《商业空间艺术主题研究报告》显

示，近年来，购物中心的建设速度远超公

立文化设施建设速度。在国人对于艺术

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购物中心凭借地理位置便利、体量供给

充足、投融资方式多样等优势，逐步成为

公立文化设施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有益补

充。

《报告》显示，目前一线城市艺术主题

业态在购物中心占比已上升至2.6%，成为

购物中心吸引客流的特色之一。购物中

心里的艺术形态主要有七类，其中长驻艺

术形态有艺术装饰和艺术空间两类，为独

立空间，多为收费形式，且展演时长较

长。短期艺术形态有静态展、小型沙龙、

演出、艺术集市和快闪活动，类型丰富，通

常布局公共空间，以免费为主，展演时长

较短，更替频繁。

在这七大类型购物中心艺术形态中，

静态展和艺术集市是运营频次最高的，分

别达到 41%和 31%，大大超过其他艺术形

态，两类艺术形态因租金收益可观，获得

众多购物中心青睐。

拿此前由位于浦东的上海城市动漫

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与上海云笈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共同引进的“魔幻美术馆”项目

来说，“入驻”上海环球港期间的一个多月

就吸引了 2万多人参观，为商场整体提高

了30%左右的客流。

无独有偶，举办莫奈展期间的上海

K11日常营业额相比平日增长 20%，推动

商业租金提升了 70%，而同期办公租金涨

幅为 30%。且莫奈展衍生品收入占比达

总收入43%，超过门票收入。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内消费升级趋

势愈发明显，加之国人消费外流现象严

重，国内商业地产运营日益多元，而艺术

则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跨界方式。通过艺

术活动为商业地产导入客流，提升消费体

验，跨界衍生品售卖，又或者收取门票，最

终投入慈善和公益项目，对尝试成本颇低

的商业地产而言，百利而无一害。

奕欧来上海购物村有关负责人也指

出，未来，购物村在奥特莱斯基础上提供

给国内消费者最时尚流行的国际顶尖品

牌同时，也将不断引入艺术活动和展览活

动。

“旅游春晚”助推
中老年旅游市场

上海加快迈向
国际消费城市

奕欧来“奇宝兔”首场公开拍卖筹款逾100万
艺术商业地产跨界融合趋势明显

目前，上汽通用汽车在售车型中，涡轮增压发动机和新能源车型占比已达62%，智能启停车型占比77.5%。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