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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滴滴出

行正式向全社会公布《滴滴网约车驾驶员

防疲劳驾驶规则》。该规则于2017年开始

试行，经过多次优化迭代，目前已经覆盖包

括快车、优享、专车、豪华车在内的所有滴

滴网约车驾驶员。这也是出租车和网约车

行业首个依托技术手段，实现真正有效防

止疲劳驾驶的安全规则。

据了解，该规则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的要求，结合滴滴不同业务线

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规则包括短时策略和

长时策略两部分。

其中，短时策略要求，所有滴滴网约车

驾驶员服务时长（从司机接到订单到订单

结束计费的全部时长）累计满 4小时且之

间一次性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的，需要下

线休息 20分钟才能再次上线接单。

长时策略则要求司机在达到一定计

费时长（从乘客上车后司机点击开始计费

一直到结束计费的全部时长）后休息 6小

时才能上线，根据不同业务线的特点有所

区别。

例如快车司机为10小时计费时长，专车

司机为9小时计费时长，而由于豪华车是预

约服务为主，因此要求计费时长达到6小时

且在线时长达到14小时，同时计费里程达到

200公里，才需要休息6小时后再次上线。

据悉，进入6月，滴滴以“安全生产月”

为契机，贯彻出行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

念，逐步开展一系列安全透明化行动。在

公布网约车防疲劳驾驶规则、公示《网约车

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之

后，后续滴滴还将公布安全分单策略，让滴

滴日常的安全管理及安全规则更加公开、

透明，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并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

本报讯（记者 徐玲）今年父亲节期

间，“银发族”出游热情持续高涨。途牛

网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出游比例占

七成以上，很多年轻人将旅游作为献给

父亲的节日礼物，让父母一同出游，共度

快乐时光。

不同于年轻人的旅游习惯，“银发

族”的旅游消费支出基本全部用于吃、

住、行、游、娱，很少购物，相比之下，其他

年龄组的购物支出往往在整个游程总消

费中占较大比例。同时，“银发族”普遍

具有对中国历史以及传统文化的向往，

具有怀旧思乡情结，喜欢追根求源。民

俗游、红色游、故地游等最受他们喜爱。

“结伴”成为银发族出游主旋律，他

们选择老伴、朋友、邻居一同跟团出游，

“群体行动”的出游方式热闹又能降低旅

游支出，尽管不少子女乐于送父母出游，

但真正陪伴出游的并不多，占比为16%。

值得一提的是，“银发族”预定旅游

产品很多是通过网络。携程跟团游和自

由行数据显示，去年有54%的老年游客选

择线上预定旅游产品。其中，有51%通过

App预定产品。

父亲节旅游消费市场“银发族”占七成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市民购买特斯

拉汽车也可以分期了。日前，特斯拉汽车

（中国）购车分期业务在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成功落地。这是继今年3月浦发银行成功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发放首笔银团贷

款后，双方在终端消费金融领域的再次联

手。

根据双方合作，消费者可以按月付款

的方式购买特斯拉汽车，最高可分 60 个

月，部分车型可以享受0利息购车，即消费

者只要按月支付购车本金，不产生其余额

外支出。

特斯拉汽车是全球知名新能源汽车品

牌，其上海临港“超级工厂”项目是上海有

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近年来，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稳步提升，客户

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和江浙等地。

浦发银行表示，此番消费分期业务的

落地，是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借助特斯拉超

级工厂落户上海的消息，积极响应“消费升

级”的有力尝试。未来，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将通过与诸如特斯拉这类先进制造业企业

的多方位合作，为“上海购物”带来更优质

的消费体验与金融支持。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9 年 5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统计数据，70 个大中城市中，67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微涨，总

体稳定。

具体来说，环比方面，4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

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

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6%、0.8%和 0.4%，上

海下降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

中，北京和深圳持平，上海上涨 0.1%，广州

下降 0.3%。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与上月相

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5%，涨幅比

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

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上涨0.6%，涨幅与上月相同。

同比方面，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 4.7%，涨幅与上月相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3%，涨幅比

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张洁）

上海海关近日开展“申缉1906”打击绕关

走私专项行动。打掉了 2个长期盘踞上

海地区通过绕关方式走私进口白糖的走

私团伙和1个专门的走私货物分销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40余名，现场查获走私

工具船只 5艘、走私白糖 2800余吨，查扣

走私赃款现金800余万元，以及大量用于

走私犯罪活动的手机、银行卡和账册等。

据介绍，经过前期近半年的情报经

营，上海海关查明以郑某、鲍某为首的两

个走私团伙，从境外购买原产自泰国的

白糖，雇佣船员驾驶货船前往公海从走

私母船上接驳白糖，在非设关地码头装

卸后，通过宁某团伙在网络平台上雇佣

的卡车司机运往国内省市销售牟利。在

此次统一行动中，郑某、鲍某、宁某等主

犯全部到案，并当场截获已擅自停靠上

海市某货运码头正在装卸白糖的货船，

一并抓获涉嫌参与走私及装卸白糖的船

员、司机及“看水”人员。

根据查证的涉案资金流水估算，自

2018年 9月以来该 3个走私团伙共计走

私进口白糖 8 万余吨，案值约 7.5 亿

元。其中目前已掌握的证据证明，2019
年 2 月至案发，上述走私团伙已通过绕

关方式走私白糖 3 万余吨，案值约 2.7
亿元。

据悉，本次行动共计出动缉私警力

256人、地方公安 40人，出动车辆 25辆，

分为 22个行动组在上海、浙江台州同时

开展行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在世界

认可日宣传活动暨“上海品牌”认证颁证仪

式上，东航空中服务品牌“凌燕”获得“上海

品牌”认证。在申报材料中，东航“凌燕”呈

现了服务信息、飞行前准备、机上准备、飞

行实施阶段、航后讲评和服务反馈这 6个

主要过程所提供的具体服务，总结了长期

以来在航空服务领域的管理、实践、创新等

方面的发展成果。

据介绍，东航“凌燕”空中服务品牌创

建于 1989 年。多年来，东航“凌燕”不断

创新服务理念，推进优秀人才成长，培养

塑造示范典型，成为集合东航客舱系统最

优秀成员的乘务示范组与东航优质的空

中服务品牌。2017 年，“凌燕”创立“以人

为本‘燕’字管理法”，以其质量管理模式、

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领域取得的创新成就

喜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而推进了

“凌燕”品牌的质量管理理论、方法和措

施。2019年，“凌燕”以其国际性、包容性、

引领性为内涵，以质量、创新、品牌、技术、

管理为核心，获得“上海品牌”认证。

本报讯（记者 徐玲）近日，长三角

消保委联盟启动了长三角主要景点儿童

免票规则的联合消费调查，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四地消保委根据联盟安排开

展了网络调查、专家评议、企业座谈等环

节，聆听消费者呼声和专家建议，调查结

果将于6月下旬联合发布。

6月 14日，联盟召开专题协调会，对

消费调查初期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对调

查中发现的规则不统一等问题进行讨

论，根据联合调查结果，长三角消保委联

盟将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长三角消费

政策一体化建设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消费者反映，长三角四地景点儿童

免票规则的差异度比较大，并且和国外

主要景点的规则也不尽相同。有人认

为，以身高为标准的购票方法是在变相

“惩罚”大个子，但同时也有人觉得以身

高为标准更加方便快捷。消费者希望随

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儿童免票规则

能够更统一、更合理、更贴合未成年人的

成长规律。本次调查联合四地收集第一

手资料，倾听消费者呼声，汇聚国际国内

经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回应消费者关

切，促进长三角消费政策一体化建设和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海关开展打击“绕关走私”专项行动

现场查获2800余吨走私白糖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召开消费调查结果发布协调会

推动儿童免票规则合理化

滴滴公布防疲劳驾驶规则：

司机每4小时需休息20分钟

5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总体稳定

浦发上海分行与特斯拉合作落地购车分期业务

市民购买特斯拉最高可分期60个月

东航空中服务品牌
“凌燕”获“上海品牌”认证

“银发族”兴起结伴出游热。 □IC photo 供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去电影院看 3D电影，视觉上其实只

拥有平视的3D效果，抬头是电影院的天花

板，低头是自己的脚。但如果换成VR（虚

拟现实）沉浸式视觉，抬头可能是璀璨星

河，低头可能是辽阔大地。

今年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期

间，首次面向公众免费推出VR惠民展映

单元，让更多观众有机会享受别样的视听

体验。与此同时，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正在

向线下娱乐业态注入全新活力。

VR延伸了感官

戴上 VR 眼镜，手持 VR 手柄，随着

VR作品《哲思：意识的存在》开始放映，一

次进入艺术家 Marc Zimmermann 意识世

界的奇幻旅程也开始了。在无穷的虚拟世

界中，观众可以360度查看周围的环境，感

知浩瀚宇宙的迷人魅力，体验“人戏合一”

的全新境界。

在位于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东方

明珠CINEX，大量影视爱好者有机会拥有

了这样的体验。除了是此次VR惠民展映

单元的展映点之一，东方明珠CINEX本身

也是一个融入了诸多沉浸式体验元素的全

新社交平台，场内特设的 360度环幕形影

厅，是上海鲜有的标准VR影院。

东方明珠 CINEX 总经理凌瑞璟表

示，VR让观众不再是影视作品的旁观者，

而是身临其中的参与者，VR 是未来电影

的一个发展方向，甚至可能是中国电影未

来新的增长点。

热门场次97秒即额满

近年来，VR技术应用风头正盛，甚至

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新的创作媒介，大量作

品通过这一形式展示了无尽的创作力和想

象力。在欧洲的不少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场

所，都能体验到 VR 设备和内容，但在中

国，VR普及度较低，一般商业体验馆的价

格也较为昂贵，令不少感兴趣的消费者望

而却步。

今年上海电视节、电影节首次将 VR
单元纳入惠民项目之中，对VR的普及具

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展映的VR作品无一不是近一年中入

围过威尼斯、圣丹斯、戛纳、翠贝卡等国际

知名电视、电影节的载誉之作。

根据官方票务预约平台文化云的统

计数据，“白玉兰导赏”VR 体验展于 6 月

3 日 16 点开放市民免费预约，仅两小时，

订票专区总浏览人次就达到近 26 万，市

区场总计 6000 张票订出 93%。各放映场

次中，知名导演蔡明亮的爱情魔幻题材

作品《家在兰若寺》仅用 97 秒就宣布额

满。

沉浸式体验带来巨大想象

VR 受众和圈子需要继续扩大，影视

节是重要的平台之一。东方明珠CINEX
方面表示，未来将跨越、融合更多的文娱

圈，聚集更多的艺术人才，推动沉浸式文娱

项目的落地，并成为这种艺术形式的常年

阵地。“借助东方明珠CIENX这个平台，表

达更多的文艺观点，充分展现更多艺术家

和创作者的故事和价值。”

沉浸式体验的应用并非只有影视方

面，英国浸入式戏剧《Sleep No More》（不

眠之夜），登陆上海以来一票难求，观众打

破舞台的约束，成为在充满细节的世界里

自由探索的冒险者。今年，艺术团体

TeamLab在油罐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型沉浸

式展览“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参观者与

艺术作品融为一体并相互产生影响，组成

巨型壮观的互动。沉浸式体验赋予了消费

者巨大的想象空间，把消费场景融入体验

过程中，也将带来更多商品消费的可能。

2019上海电视电影节首推VR惠民展映单元

沉浸式体验激活传统线下娱乐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