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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洁）长泰广场一年一

度的“疯抢节”拉开帷幕，从 7月 14日起至 7
月 23日，长泰广场内 300多家餐饮、零售及

休闲配套业态共同向市民推出优惠活动。

此外，女团联盟音乐节、战队邀请赛、90年代

专场音乐互动晚会等活动也在长泰广场陆

续上演。

据了解，“疯抢节”期间，长泰广场推出

一系列优惠活动和互动娱乐，“消费满额赠”

“摇出红包雨”“线上微信直播摇一摇”等活

动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享受购物优惠。7 月

22日至 23日，亲子互动活动区将成为小朋

友的欢乐海洋，“2017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亲子运动嘉年华”将在此拉开帷幕。届时，

迷你高尔夫、儿童赛车大本营、幸运魔环、疯

狂弹珠、纸飞机大赛等诸多活动将让孩子应

接不暇。

值得注意的是，“疯抢节”期间，长泰广

场还特别设置了“年代秀”。不同年龄的消

费者，可以在“70年代泰和坊”“80年代时光

隧道”“90年代酒吧街”以及“00年代亲子竞

技”四大场地中找到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快

乐。此外，女团联盟音乐节、战队邀请赛等

活动也将陆续登场。

记者了解到，长泰广场“疯抢节”已成功

举办两届。去年第二届“疯抢节”活动当天，

长泰广场进客量达 10万人次，刷新广场客

流新高。活动还带动了商户销量大增，“顽

童大冒险儿童区”参与租户销售环比增长

61%，优品市集参与租户销售环比增长70%，

中央大街部分零售业绩增长500%。

对此，长泰广场总经理梁晓磊表示，长

泰广场希望以丰富的业态品牌资源为载体，

以公益的文娱活动促其品位提升，以互动的

体验场景集聚目标客层，成为上海最大的开

放型全业态慢生活方式中心和商业旅游文

化中心。

事实上，2014年开业之初，长泰广场举

办了法国夏至音乐节、中国美院与武藏野

美术大学的艺术联展等活动。2015 年，中

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上海分院在长泰广场隆

重开幕，成为长泰广场引入高端文化总体

规划的一部分内容。其后，中国金融博物

馆书院上海分院亦通过定期举办读书会、

江湖沙龙、博物馆下午茶等公益活动，打造

了一个精英阅读群体与大众阅读群体对接

的平台。

据悉，开业3年来，长泰广场已引入300
余家品牌商家，开业率近100%。广场内日均

客流现在约为6万人次，周末超1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陈洁）记者从蜻蜓 FM
获悉，由蜻蜓FM与高晓松联合推出的付费

音频节目《矮大紧指北》上线仅仅一个月，目

前节目付费用户规模已经超过 10万人。据

了解，《矮大紧指北》包括“指北排行榜”“文

青手册”“闲情偶寄”三个栏目，全集收费200
元。

来自蜻蜓 FM 的数据显示，《矮大紧指

北》的订阅听众接近半数是上班族，男性略

高于女性，北上广和江浙是订阅量最高的地

区。其中，北京用户占到了总订阅量的1/5。
记者了解到，当下的内容付费产品，主

要分为个人成长、品位提升和娱乐消遣等三

大类别。前者最多，产品形态多以相对“逆

人性”的技能培训为主。而诸如《矮大紧指

北》这样的文艺青年指南较少，足以证明头

部内容的市场号召力。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内容付

费用户规模为 0.98 亿人，预计 2018 年用户

规模将达到2.92亿人，这其中就包括音频内

容。

作为国内领先音频平台，蜻蜓FM已经

于 2016年上海书展期间与金庸汉语有声作

品全球独家发行公司——朗锐数媒达成战

略合作，获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的有声版音

频，首次试水内容付费。此后，蜻蜓 FM 又

与台湾美学大师蒋勋独家合作，他所主讲的

《细说红楼梦》是目前平台付费专区最受欢

迎的栏目，这个栏目共160期，每期时长1小

时左右，单价0.8元。截至目前，该节目累计

播放次数已经达2.2亿次。

对此，蜻蜓 FM 总裁钟文明表示，高晓

松的节目一直质量很高，这次推出付费，用

户为喜欢的内容买单是实至名归。目前，该

档节目在没有宣推促销的情况下，每天仍有

稳定的新用户自然增长。

钟文明指出，除了《矮大紧指北》，蜻蜓

FM上其它顶级 IP，如金庸和蒋勋，也已陆续

推出独家付费精品节目。他告诉记者，金庸

作品集、蒋勋美学系列是蜻蜓FM布局头部

精品内容的切入点。未来，蜻蜓FM将聚焦

头部内容市场。

据悉，目前蜻蜓 FM 平台已聚合超过

900万小时内容，通过其所建立的PUGC（专

业用户生产内容）主播生态，平台上已签约

专业主播 1.5万名，其中包括高晓松、蒋勋、

张召忠、邱震海、马红漫、万峰等。在帮助内

容“声产者”打通了音频自媒体传播渠道后，

蜻蜓FM开启了平台音频+商业生态的创新

模式，在广告、付费、打赏、电商、社群、微课、

活动等领域搭建主播生态闭环，孵化全媒体

IP商业模式。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小暑之后，

全国各地气温迅速攀升，避暑游需求也

随之快速增长。同程旅游日前发布的

《2017 暑期避暑游趋势报告》（下称《报

告》）显示，近两成的暑期出游需求为避

暑游，避暑是人们暑期出游的主要动机

之一，仅次于亲子游。

《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18.9%的暑

期意向出游者的出游动机是“休假避

暑”，仅次于“陪伴放暑假孩子出游”这一

动机。近年来，随着暑期休闲度假市场

趋于成熟，前往高纬度地区或周边凉爽

的度假区休假越来越受欢迎。截至目

前，同程旅游7月和8月份暑期避暑游产

品预订数量中，国内长线游占比 59.2%，

出境游占比 15.9%，整体长线避暑游需

求占比达 75.1%。出境避暑游需求增幅

明显，需求占比甚至超过了周边游（占比

12.6%）。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避暑游“逐凉爽

气候而动”的独特需求决定了人们需要

长途旅行才能满足避暑的需要，例如，离

开城市进入深山，或者到国内外高纬度

地区度假等。同程旅游大数据分析显

示，知名山岳、森林公园等是最受欢迎的

避暑游线路，其次是一些主打避暑的度

假区或名胜，例如承德避暑山庄等。西

藏、青海等国内西部高海拔地区因夏季

气候凉爽，也成为较热门的国内长线避

暑线路。此外，暑期也有不少消费者追

逐凉爽天气的脚步已经迈出了国门，将

目的地锁定在了境外的高纬度目的地，

例如俄罗斯、北欧等。

同程旅游客户端和官网目前在售的

国内长线避暑游线路最热门的有长白

山、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九寨沟、承

德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等，多为6日以上

的品质跟团游线路。出境游方面，挪威、

芬兰、瑞典、丹麦组成的北欧四国，以及

冰岛、俄罗斯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出境

避暑游目的地。通过在线平台预订量较

大的出境避暑游线路主要有：俄罗斯及

北欧四国13至15日游、北欧四国7至10
日游等，基本都属于高端线路。综合来

看，今年暑期居民避暑游消费预算较往

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整体的预算期望

值为3535.9元/人，这与长线避暑游需求

占优有直接关系。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觉得火车

上提供的餐饮不合自己的胃口怎么

办？铁路部门表示，从 17日起，可以通

过 12306 网站预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

社会品牌餐食，让不同的美味伴随着自

己的行程。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 月

17日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

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

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

供更多品种、口味的餐食服务选择。

据介绍，7 月 17 日起，乘坐 G、D 字

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

12306网站、手机APP等方式预订，既可

以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餐食，也可预

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此

次试点的供餐站共 27个，主要是上海、

天津、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沈阳、长

春、武汉、济南、福州、厦门、长沙、成都、

重庆、兰州等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

高铁客运站，旅客订餐成功后，铁路站车

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到订餐旅客指定的

车厢和席位。

据悉，铁路部门本着开放合作、许可

经营的思路，向社会餐饮企业开放铁路

互联网订餐平台，符合规定的餐饮产品

均在 12306 网明码标价，供旅客选择。

铁路部门将依照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管理

的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提供者、食品生

产经营者、食品配送单位等相关资质、准

入条件、餐食卫生等进行监督，努力为旅

客提供安全放心的餐饮食品。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开展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是

中国铁路总公司深化铁路运输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出的又一服务新举

措。铁路部门针对旅客多样化、个性化

的旅行服务需求，引进社会品牌餐食，充

分发挥“互联网+”优势，进一步丰富动

车组餐饮品种结构，为旅客提供更多的

选择、更好的服务。

关于订餐服务流程，该负责人提示，

旅客通过 12306 网订票成功后，将收到

是否订餐的提示，需确认订餐时，按页面

功能提示办理，并可使用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餐款；通过电话、车站窗口、代售点、

自动售票机等其他方式购票的旅客，也

可通过 12306 网订餐，需在订餐时提供

车票信息和联系人信息，所订餐食费用

（含配送费）均按社会网络订餐规则办

理。

第三届长泰“疯抢节”开幕

长泰广场加速实现“商旅文”目标

《矮大紧指北》付费用户规模破10万

蜻蜓FM将聚焦布局头部内容

在火车上也能网络订餐了
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

暑期避暑游仅次于亲子游
长线避暑游需求旺盛 人均预算超3500元

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因夏季气候凉爽，成为较热门的国内长线避暑线路。 □东方 IC

暑期是旅游高峰，市民游客出游频

率增加。为此，上海市旅游局日前发布

出游提示，提醒市民安全出行。

一、提前规划交通线路，错峰出游。

根据国家旅游局有关提示，暑期进入旅游

高峰时段，全国主要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

市交通拥堵状况相较其他城市更为严

重。建议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避开易

发生拥堵的时间段和路段，错峰出游。

二、关注旅游目的地信息，安全出

行。目前，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降水增

多，多地发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灾害，要提前关注旅游目的地气象、地质

等信息，选择安全的旅游目的地。

三、确认企业资质，规范签订旅游合

同。跟团旅游，要确认企业工商营业执

照和旅游经营资质，规范签订旅游合

同。建议广大游客出行前自行购买一份

旅游意外保险。付款后，要求企业出具

正规票据。

四、结合自身健康状况，谨慎选择景

区产品项目。暑期水上、海滨旅游火热，

旅游者在参加山涧漂流、划竹筏、坐皮

艇、快艇、浮潜、丛林飞跃、蹦极等活动

时，要结合自身健康状况，仔细阅读安全

须知。

五、文明旅游，理性维权。保护资

源，爱护公物，遵守法律。游客在各地旅

游期间遇到困难，可以向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寻求帮助。如发生消费纠纷，要保

持冷静，文明协商，理性维权，可以向市

旅游质监所、消费者保护部门投诉，或向

法院起诉。 （欧莉）

沪旅游局发布暑期出游提示

本报讯（记者 王延）根据林肯中国日

前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林肯在华销

量达24541辆，同比增长97%，创下林肯自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最好的半年销量纪录。国

内豪华车第二梯队又迎来了一位强有力的

竞争者。

据悉，这已是林肯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

历史性的销量增长，林肯中国市场销量涨幅

也在其全球各国市场中居于首位。

“随着林肯 2014年底进入中国市场后，

我们带来了全新设计的、更为年轻、时尚和

优雅的林肯产品，在产品层面上，我们已经

慢慢改变了大众对于林肯传统的印象。此

外，在产品定价方面，我们都会根据每个细

分市场的具体情况，定下一个有竞争力的价

格。”林肯中国销售及服务副总经理范自强

表示，从目前呈现出来的销售数据，印证了

产品定位、定价的策略、产品本身都得到了

消费者和市场的接受。这帮助林肯在中国

市场逐步由小众豪华品牌，向主流豪华品牌

迈进。

目前，国内豪华车市场的第一阵营仍由

ABB（奥迪、宝马、奔驰）把持，但座次发生变

化。奔驰上半年在华累计销量达 30.4万辆

（含 smart），同比增长 34%，销量位列第一。

宝马则是 29.3 万辆（含 MINI），同比增长

18.4%，销量列第二。而奥迪上半年在华累

计销量25.36万辆，虽6月止跌为赢，但整体

上半年还是同比下滑 12.2%，名次落至探

花。

而在第二梯队方面，林肯品牌的销量增

长最快，其次便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今年

上半年在华销量达到8.08万辆，销量在豪华

车市场排名第四。值得一提的是，凯迪拉克

上半年在华销量已占全球销量超五成，令中

国市场超越美国成为凯迪拉克品牌最重要

的市场。

此外，捷豹路虎上半年在华累计销量

6.85万辆，同比增长26.8%；沃尔沃今年上半

年在华销量达到 5.2万辆，同比增长 27.6%；

雷克萨斯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达到 6.05万

辆，同比增长31%。

“我们可以看到豪华车市场的几个共同

特点。一个就是销量排名前 8的豪华车品

牌中，除了奥迪出现了销量下滑外，其他品

牌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第二

梯队，基本都实现了 25%以上的可观增长。

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增

速都远超其他市场，成为各品牌在全球销量

增速最快的市场。”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些

特点表明，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中国

市场已经成为各大豪华汽车品牌最重要的

市场，而看到凯迪拉克国产化带来的显著成

效，未来或许越来越多的豪华车品牌将选择

实施国产化，这个市场的竞争也将愈发激

烈。

林肯上半年在华销售同比翻倍
国内豪华车市场再迎强劲竞争者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