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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姜天瑶

随着线上模式进入瓶颈阶段，线下商

圈开始发力争夺客户资源。浦东新区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起，浦东开

始集中策划区内各大商业综合体进行“美

陈”营销，以场景搭建带动线下客流。日

前，商务委开展“美陈”评比活动，由消费

者微信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最漂亮的“美

陈”场景。

“美陈”带来场景促销

“美陈”是一个设计术语，属于空间设

计专业。“美陈”设计是艺术家帮助企业占

领市场、推销产品、树立品牌、扩大知名度

的一种重要形式。以商场为例，“美陈”的

内容按区域功能由外至内可分为：户外街

道灯装饰、大型主题场景、户外幕墙亮化、

大门装饰、通道走廊装饰、中空装饰、橱窗

装饰等。

商业“美陈”根据季节及节庆日选定

主题，通过布置在指定区域的场景，打造

可以让消费者沉浸其中的效果。

随着年末的到来，商场里的圣诞树一

棵棵竖起来、商业中心广场上点亮起彩灯

或搭建起童话场景，以及各类免费的表演

和巡游，这一切，都是随“美陈”而来的场

景促销。记者在探店中发现，浦东各大卖

场开始刮起圣诞风，各类主题商品都被集

中摆放在货架最显眼的位置，引来不少消

费者光顾，促销效果显著。

场景促销效果佳

各大商圈在年末的消费场景模式搭

建中可谓各出心裁，但主要是以下三种模

式：

一是互动式场景促销。今年世博源

的圣诞音乐 Workshop 和“卡斯波和丽莎

的魔法圣诞乐园”属于此列。在“卡斯波

和丽莎的魔法圣诞乐园”中，主办方设置

了大小娃娃机比拼、指尖迷宫、彩虹投投

乐等一系列活动，让消费者和小朋友们可

以尽情地互动体验。

二是故事式场景促销。金桥国际的

圣诞老人巡游、迪士尼小镇的圣诞唱诗、

大拇指广场的灰姑娘城堡和音乐剧、96广

场的交响乐表演都是故事式场景促销，演

员在表演和巡游中，营造节日氛围，消费

者在驻足观看表演中，进入故事场景，提

高商业综合体的体验效果。

三是品牌式场景促销。在佛罗伦萨小

镇，主办方集中了镇上的意大利品牌，每个

品牌推出一棵专属圣诞树，打造意大利风

情的圣诞节。在商家的橱窗里，品牌借机

摆出了圣诞限量版或定制款，或者运用了

节日元素的商品。在丝芙兰和屈臣氏的门

店里，记者看到不少圣诞特惠礼盒，今年丝

芙兰自有品牌推出了圣诞小银狐系列，有

化妆盘、眼影盘、口红唇彩等多种选择。

商家推出一系列动作，是为了进一步

深化线下的体验性消费。场景促销的效果

有多大？带着孩子在长泰广场玩耍的严女

士表示，“孩子很喜欢这里的装置，一直说

要来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家住在金桥

国际附近的一位市民也表示，“圣诞场景搭

建出来后，我带着爸妈来看过灯，顺便吃了

顿饭，还给爸妈买了新年礼物。”

本报讯（记者 王延）携程旅游最新

发布首个年度《中国人极地旅游报告》，报

告显示，极地旅游成中国高收入人群新

宠，大量中国游客涌入南北两极。上海游

客成为最爱极地旅游的游客群体。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赴南极旅游客源地，仅次于美

国。游客数字从 2008年的不足 100人次

到 2016 年的 3944 人次，9 年增长了近 40
倍，今年的游客数量更是已达 5000 人以

上。而北极目的地也有显著增长，芬兰、

挪威、冰岛每年接待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幅

均在50%-100%。

“从数据看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

是南北极产品在客群年龄上呈现两极化：

南极产品主力游客的年龄是45岁以上的

中老年客群，占到总数的58%。而北极光

产品则以‘90后’年轻人为主，19-35岁的

人群占比超过 5成。”携程旅游相关产品

经理表示。

在消费方面，南极产品价位更高，平

均在10万-20万元，一些直飞南极点以及

南极奢华邮轮产品，价格则会突破 30万

元。北极路线则相对来说更为亲民，多数

线路价格在2万-3万元。

携程旅游数据显示，预定 2017 年春

节、元旦前往极地旅行的游客，人均花费

超过5万元。

哪些城市的游客最爱把极地当作旅

游目的地？从携程平台报名人数看，“最

爱极地旅游的十大城市”是上海、北京、广

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重庆、长

沙，呈现出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态势。

携程同时还发布了全球最受中国游

客欢迎的2017年6大极光旅游目的地，分

别是芬兰的罗凡涅米、中国的漠河、冰岛

的雷克雅未克、美国的阿拉斯加、俄罗斯

的摩尔曼斯克及加拿大的黄刀市。

本报讯（记者 王延）亚马逊中国日

前宣布，其国际滑雪馆将进一步升级，选

品总数突破2.6万个。

据介绍，随着滑雪运动的蓬勃发展，

除了滑雪人群激增，还呈现出两个明显的

趋势：一是滑雪主题度假模式受追捧，滑

雪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让全家人尽

享自然馈赠、全面放松身心的旅游活动；

二是消费专业化，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

在雪场、技巧和装备的选择上，更加乐于

分享，也更愿意信任安全可靠的国际品牌

和专业人士的推荐。

来自亚马逊中国的销售数据也印证

了这些趋势，其滑雪选品近三年的雪季销

售额均保持两倍左右的增长态势，销量增

速最快的 3大品类依次是雪镜、头盔、护

具，尤其是护具品类的销量增长更是高达

7倍以上。

亚马逊中国相关负责人称，目前滑雪

产品销量主要来自于国际品牌，更加专业

的国际大牌很受中国消费者的追捧。此次

升级后，凭借亚马逊全球供应商资源优势、

通过自营和海外购业务渠道，国际滑雪馆

将全面涵盖头盔、雪镜、雪服、滑雪包、单板

器材、双板器材、器材保养、数码产品等11
大品类，品牌总数将达到650多个。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姜天瑶）在智慧

城市建设上，上海成为排头兵。11月统计

数据显示，上海已在支付宝上线了超过60
项移动公共服务，使用人次比去年增长超

过130%，其中，社保、税务、交通等领域的

服务最受市民欢迎。

为进一步推广城市服务，点亮智慧城

市的地图，12月份支付宝推出了多项针对

上海用户的优惠，如公共缴费免单活动，用

户只要打开支付宝，搜索“城市服务”，点击

生活缴费图标，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缴水

电煤气费，还有机会赢取免单。本次活动

时间截至 12月 31日，每天有 500份，最高

可减 888元。中奖人由系统随机选取，当

用户缴费成功后页面显示付费金额为

“0.01元”，就意味着你成功获得了免单。

智慧生活已经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支付宝与市民云合作的“三金账

单”服务，已为超 600 万上海市民提供了

个人公积金、养老金、医保金账单订阅及

推送服务；支付宝与上海公共交通卡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公交卡预充值功

能……所有这些功能，都藏在支付宝城

市服务里。蚂蚁金服城市服务的负责人

表示，上海智慧城市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作为智慧城市的参与者，支付宝希望发

挥自己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助力上海

智慧城市，并将上海模式和经验带到更

多的地方，推动全国各地的智慧城市服

务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延）记者从上汽集

团获悉，上汽投资的泰国新工厂于本月

中上旬正式投产，成为MG名爵在泰国生

产的又一基地。

据悉，MG泰国新工厂建设耗资 100
亿泰铢，采用了最新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机械设备，年产量可达到 10万辆。工厂

坐落于泰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走廊，

该地区是东盟的物流中心，这让新工厂

成为面向全球的MG右舵车生产中心。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表示，上汽将

继续与正大集团携手，把上汽正大公司

打造成立足泰国、辐射东盟、面向全球的

一个战略支点。同时将努力为泰国民众

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与供应商、

经销商等共同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上汽集团与

正大集团牵手合资办厂，于 2014 年将

MG名爵品牌带到了泰国市场，目前已经

有名爵ZS、名爵GS、名爵3等多款车型在

当地销售。因为良好的发展态势，去年

10 月起，上汽筹划在泰国建设一座新的

生产工厂。14个月后，新工厂如期完工，

将成为MG名爵品牌在泰国成长的新开

端，也有助于上汽正大更强劲地增长。

目前，MG名爵已跻身于泰国汽车市

场十大品牌之一。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近日，安踏儿

童与途牛旅游联手，发起了一场“探索冬

日新顽法”跨界活动，除了推出全新升级

的眼镜款羽绒服外，还带领 10余组学生

家庭，在大雪纷飞的黑龙江体验了滑雪、

打雪仗等。

童装品牌与旅行网站的跨界合作在

近年来已成为一股热潮。途牛倡导在旅

途中“玩”，安踏儿童主张释放孩子天性中

的“顽”，二者相结合，就有了这一场冬日

奇幻之旅。一贯主张大胆尝试、勇敢体

验、顽出成长的安踏儿童打破惯性思维，

为孩子们设计了一条直抵中国最北部的

探险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冰雪世界，

身临其境地感受不一样的冬日。

据了解，安踏儿童专为 1-14岁小朋

友打造出满足专业运动表现及日常穿着

需求的鞋服商品。近年来，安踏儿童以

“顽出成长”为品牌精神，打造最专业的

儿童运动文化品牌，推出了一系列眼镜

款羽绒服等兼具功能性和趣味性的，并

结合线上线下新鲜有趣的活动和跨界合

作，让孩子们在有意思的运动中体验成

长乐趣。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姜天瑶）国家统

计局昨日发布了 1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据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热点城

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走势总体平稳，

多数城市已低于去年同期价格水平；一

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房价

环比略有上涨；一线和三线城市房价同

比涨幅继续回落。

“分类调控、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效果继续显现，70 个大中城市中

15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

平稳。从环比看，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下降，降幅在 0.1 至 0.3 个百分点之

间；北京、上海、郑州和武汉 4个城市环比

持平。从同比看，有 11 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下降，降幅在0.2至3.2个百分点

之间，说明这些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已

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初步测算，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1%和 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3%，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和0.1个百

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4%和 0.3%，涨幅

均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据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 14 个月回

落，11 月份比 10 月份分别回落 0.3 和 0.2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比上月略微扩大 0.1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

比涨幅均连续4个月回落，11月份比10月

份分别回落0.3和0.2个百分点。

其中，11月上海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

数环比持平，同比下跌0.3个百分点；二手

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0.3个百分点，同

比下跌0.1个百分点。

来自上海链家的市场分析师表示，当

前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周期普遍

较长，这是政策、预期、市场等全方位影响

的结果。总体来看，上海房地产市场潜力

需求仍在，居民关注度高、参与感强。

场景促销火力足

线下商场圣诞“美陈”引客流

金桥国际在中央广场上营造出温馨独特的圣诞气氛。 □徐网林 摄

国家统计局公布11月房地产数据
上海楼市量价平稳 环比基本持平

支付宝推广城市服务功能
12月上海用户缴水电煤费可赢免单

中国游客极地游“热情高涨”
上海位列最爱极地旅游十大城市之首

亚马逊国际滑雪馆品类升级

安踏儿童携手途牛
探索冬日新“顽”法

上汽泰国新工厂投产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近日，怪兽充

电发布了行业内首款共享无线充电宝产

品，该产品将于2018年一季度上市。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共享无线充电宝

采用标准 QI 协议并通过认证，可支持

iPhone8、iPhone X、三星 S7 等市场主流

的无线充电设备。怪兽充电还对此款产

品的发射线圈和控制芯片进行了大幅优

化，可实现2厘米距离内“握手”充电。

今年以来，共享充电宝成为国内互联

网创投界的风口项目，艾媒咨询机构日前

发布的《2017上半年中国共享充电宝行业

专题研究报告》指出，怪兽充电凭借自身

良好的运营能力以及强大的资金实力而

跻身行业第一梯队。据了解，怪兽充电目

前共获得3轮融资：4月获小米科技、清流

资本、顺为资本、高瓴资本等机构数千万

元天使轮融资；7 月获得高瓴资本、清流

资本、蓝弛创投、顺为资本等机构亿元人

民币A轮融资；11月完成近2亿元新一轮

融资，领投方为国内某私募基金，原有投

资方均参与跟投了该轮融资。

怪兽充电首发共享无线充电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