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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账单缴费领域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付

费通开始涉足电子钱包领域。日前，付

费通发布了最新的 V2.4.0 版本付费通

APP，该版本将“我要付款”的线下扫码

支付功能放在了首页显著位置，同时开

通了全家便利店、快客、来伊份、山林熟

食等约 3000 个线下门店的付费通 APP
扫码付。

《2016年全球支付报告》显示，去年

中国最流行的支付方式是电子钱包，占据

了56%的市场份额；其次是借记卡和信用

卡，各占11%的份额。作为一家在上海市

场拥有 700万注册用户的第三方支付公

司，付费通自然希望在该领域分得一杯

羹。

据了解，本次付费通 APP 电子钱包

不仅支持绑定付费通虚拟账户，同时支持

绑定付费通实名VIP卡。“我以前在‘来伊

份’买零食刷付费通卡，现在扫手机上的

付费通APP就行了。”一位付费通的老用

户在体验付费通的电子钱包功能后，对体

验表示满意。因为，付费通APP的电子

钱包实现了付费通VIP卡持卡人在线下

特约商户“想买就买”的愿望，而不用随身

携带实体卡。

目前，付费通电子钱包的支付领域已

经拓展至吃、住、行的各个方面，包括全家

便利店、来伊份、山林熟食等3000家线下

门店。用户在线下消费时，只需向商家展

示条码或二维码，商家使用扫码设备扫描

后即可完成交易。

不仅如此，付费通电子钱包还可以购

买上海地铁票，轻松实现“扫完即走”便捷

出行模式。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第六届会员大

会 1月 20日举行。浦东新区“2016年度

十佳最受欢迎酒店”、“2016年度十佳诚

信旅行社”、“2016年度十佳人气景点”在

会上出炉。

其中，最受欢迎酒店评选从酒店餐

饮、服务、价格、卫生、设施、位置等6大维

度，通过携程网、艺龙网、同程网、去哪儿

网等 17家网站数据来源，综合评定出上

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上海浦东丽思

卡尔顿酒店、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

江大酒店、上海东郊宾馆、上海国信紫金

山大酒店、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上海卓

美亚喜玛拉雅酒店、上海浦东四季酒店、

上海东怡大酒店、上海浦东绿地铂骊酒

店为“浦东新区 2016年度十佳最受欢迎

酒店”。

值得一提的是，前4家酒店均入围了

去年12月由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评出

的“2015年度全国五星级饭店二十强”，

同时入围的还有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诚信旅行社则根据旅行社营收、接待

人数、旅行社等级等多个维度，以及由上

海市旅游质监所出具的投诉记录单、企业

财务状况等评出。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

团、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上海航空假期

旅行社、上海市东上海国际旅行社、上海

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上海莱蒙商务国际

旅行社、上海育光国际旅行社、上海盛都

国际旅行社、中青旅上海国际旅行社、上

海同之盛国际旅行社等成功入围。

此外，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

海科技馆、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金茂大

厦 88层观光厅、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

厅、上海世纪公园、上海海洋水族馆、上

海新场古镇、上海外滩观光隧道、上海磁

浮列车被评为“浦东新区 2016年度十佳

人气景点”。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首届上海浦东（长三角）文化旅游投资

发展推介会 1月 20日举行。记者获悉，浦

东新区在“十三五”期间将按照“一轴、两

带、七大板块、三条长廊”的总格局深化旅

游空间功能布局，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

旅游目的地城区。

浦东旅游产业渐成规模

据介绍，空间布局中的“一轴”是指小

陆家嘴-世纪大道-世纪公园-张江科学

城-迪士尼度假区-浦东国际机场-商飞

（上海）生产基地-临港南汇新城主轴；“两

带”指沿黄浦江都市亲水带、沿长江和杭州

湾江海岸风光带；“七大板块”为陆家嘴板

块、科技馆-世纪公园板块、世博-三林板

块、迪士尼板块、临港新城板块、华夏-三

甲港板块、滨江森林公园-三岔港板块；

“三条长廊”即沿沪南公路的历史文化与乡

村风情长廊、沿东大公路的历史文化与乡

村风情长廊以及沿大治河的生态旅游长

廊。

“浦东已开发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形

成了多样的旅游产品及创新开发，也集聚

了一定数量、规模和能级的旅游经营者，令

浦东旅游产业渐成规模。”浦东新区商务委

旅游会展处处长张奎堂表示，“十二五”末，

浦东新区年接待总人次数达到 3634万人

次，是2000年的5倍。同时，浦东旅游景区

点、宾馆、旅行社收入加总构成的旅游直接

收入为 145.36 亿元，旅游总收入达到

581.44亿元。

“十三五”期间，浦东旅游将加快推动

旅游产业均衡、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做好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推广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浦东旅游高品质形象，同时以重点

项目为抓手完善以都市休闲度假为核心的

旅游产品体系。

完善外围保障系统

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作为七大重点

板块之一，上海迪士尼所在的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同样也是上海旅游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重点打造的国家级旅游功能区之

一。为此，浦东在“十三五”期间将重点关

注迪士尼客流外溢，通过提升“缓冲区”客

流分流、景区消纳、住宿供给等功能，建立

完善的迪士尼项目外围保障系统。

“十三五”期间，新区商务委将积极与

建设、交通部门对接，在高速公路（S2、S32）
和轨道交通线（16号线）交接处，修建大型

公共停车场，以 P+R 形式转运迪士尼游

客；提升“缓冲区”范围内现有景区的接待

能力和服务品质，有效消纳迪士尼外溢客

流；重点在周浦、康桥、川沙、孙桥、宣桥、惠

南等镇（园）区，引导新建、改建精品酒店、

主题酒店、乡村民宿等住宿设施；积极引导

该区域原有商务酒店向旅游度假酒店转

型；积极引导该区域周浦公园、周浦花海、

孙桥现代农业园、益大本草园等景区、乡村

旅游（观光农业）项目提升内涵和接待能力

水平，以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游客外溢为

机遇，提升浦东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重

点关注横沔古镇、新场古镇及川沙古镇的

开发建设，在古镇开发规划前期即积极介

入，配合完善古镇开发中的旅游休闲功能。

借助迪士尼的带动效应集聚产业要素，

浦东力争在“十三五”末，以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为核心，初步形成有效带动全上海市和

浦东新区旅游发展、具有较强全球影响力、

旅游休闲度假功能完备、产业体系与公共服

务体系健全的现代化旅游城。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 12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

全国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遏制

效果明显，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势总体趋于

平稳。其中，上海地区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下降0.2%，降幅比11月扩大0.1个百

分点，这是去年 11月份以来上海房价连

续第二个月出现环比下降的情况。

二手改善性户型普遍
下调价格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

11月份上海地区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下降 0.1个百分点，而 12月份上海地区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2个百分点，

降幅环比扩大。

与上海地区同样出现房价下降情况

的还包括北京、深圳、宁波等全国一二线

城市。具体而言，北京地区 12月份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1个百分点，深

圳环比下降 0.4个百分点，宁波地区环比

下降0.1个百分点，南京环比下降0.1个百

分点。

一手住宅是价格风向标，随着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下降，二手住宅价格也同

样呈现下降态势。在几个一线城市中，

上海地区价格下降趋势最为明显。数据

显示，北京地区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2 个百分点，上海地区环比下降 0.5 个

百分点，广州上涨 1.3个百分点，深圳下

降 0.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类价格指数中，

不同面积的产品呈现着明显不同的价格

走向。拿上海地区而言，去年 12月份新

建商品住宅中 90平方米以下的产品环比

下降 0.5个百分点，90-144平方米的产品

价格维持稳定，而 144平方米以上的产品

价格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的分类价格指数则更有

趣。数据显示，上海地区 90平方米以下

的二手住宅价格上涨 0.2 个百分点，

90-144平方米的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6个百分点，而144平方米以上的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下降1.9个百分点。

预计今年上半年房价
或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表示，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因地

制宜、因城施策实施调控政策以来，政策

效果明显，房价快速趋稳回落。其中，12
个城市去年 1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比下降，降幅在 0.1至 0.4个百分点之间。

2 个城市环比持平，虽广州市环比上涨

0.7%，但已连续三个月涨幅回落。

他指出，初步测算，12月份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

0.1%转为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上涨 0.2%，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房价总体略有上涨，市场继续保

持稳定。

从同比看，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进一

步回落。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 3个月回

落。

数据的变化源自市场。记者从多家

中介公司了解到，目前其“手上”的不少大

房子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价。拿中环

内多套面积在 12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来

说，房东已经普遍调低价格，降价幅度在

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

多位中介门店负责人坦言，目前市场

上需要通过卖房套现或者改善住房条件

的客户，新的限购限贷政策出来后，能够

“接盘”的客户着实少之又少，7成首付需

要的资金量较大，加上首套房客户很少，

因而房东在挂牌几个月后心理预期有所

缓和，纷纷选择降价。

记者了解到，自从去年 10月份以来，

地方持续收紧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也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调楼市后，上海、北京、天津

等城市进一步加码收紧政策。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也表示，去年四季度全国热点

城市限购等政策不断加码，市场过热现

象受到了明显遏制。目前，控制房价总

体上初战告捷。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

张大伟认为，今年上半年房价将整体呈

现稳定态势。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从上海年夜饭菜单上必不可少的本帮

特色菜肴到别具创意的米奇蝴蝶酥、奶油

布丁熊猫杯以及具有南方特色的贺年佳肴

“捞鱼生”……伴随新春佳节临近，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近日推出了精心准备的新春菜

单。

据悉，在始终为游客提供丰富中华美

食和多元化国际佳肴的同时，新春期间在

迪士尼度假区的餐桌上，别具特色的时令

美食与节日氛围完美融合。红烧肉、桂花

酿糖藕、墨鱼大烤、八宝饭、腌笃鲜这些耳

熟能详的传统菜式将为游客带来“小时候

过年的味道”。

在阖家团圆饭上，除了拥有品类繁多

的美食，更要祈福来年好运。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的餐饮团队特别推出“捞鱼生”这

道团圆大菜，为游客送上“风生水起”和

“越捞越旺”的好意头。中文语言赋予许

多菜肴以特殊的意义，享用时亲朋好友围

坐一起，把鱼肉、配料与酱料倒在大盘里，

祈福来年越来越旺。

值得一提的是，沉浸式餐饮体验作为

迪士尼神奇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迪士尼

朋友将穿上喜庆农历春节新装，在上海迪

士尼乐园酒店内的卢米亚厨房里与游客

合影互动，让团圆饭用餐的体验与众不

同。

上海迪士尼方面表示，度假区餐饮团

队全新研发和创新的节日菜单为游客带

来充满浓浓年味的各式美食，将满足游客

品尝多样地方风味和地道传统滋味的需

求。

■本报记者 周蓓君 浦东报道

1月21日起，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儿

童探险乐园推出“探索+”计划，通过在儿

童探险乐园引入寒暑假及趣味活动，提升

其亲子酒店的战略定位，同时丰富酒店亲

子客人的入住体验。

全新寓教于乐的“探索+”计划，包括

了专为孩子们设计的全新的课外活动日

程表，内容涵盖艺术、科学、体育和娱乐

等各个领域。1月 21日至 2月 18日期间

（1月 27日至 2月 4日春节假期除外），孩

子们可在儿童探险乐园内体验包括小小

艺术家、玩转手工创意、艺术启蒙之旅、

嘉里实验室、乐高拼砌大师、中华传统课

堂等一系列有趣的活动。这些丰富全面

的活动体验，特别适合寒假出游的家庭

游客及社区居民。寒假结束后，“探

索+”系列将于放学后傍晚时段继续进

行。

浦东瞄准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区
旅游布局:一轴 两带 七大板块 三条长廊

沪上房价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
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来上海迪士尼吃年夜饭

嘉里大酒店推出
“探索+”趣味活动

付费通涉足电子钱包领域
支持线下商户“扫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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