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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

乐展览会（以下简称“ChinaJoy”）与第二

届国际显示博览会暨未来生活博览会（以

下简称“UDE&iLife 2020”）宣布达成全面

合作，定于7月3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同期开幕。届时，ChinaJoy与UDE&iL⁃
ife的展馆、观众将实现互联互通，并在宣

传推广、展商服务、会议活动等方面加强

协同，合力为观众带来一场数码娱乐与科

技生活的超级嘉年华。

头部展会携手
实现信息消费行业共赢

2020年第十八届ChinaJoy的展会主

题为：科技·引领数字娱乐新浪潮，集中展

示数字娱乐产业前沿科技和高品质内容

产品，VR游戏、云游戏、AI、5G，将在这里

精彩呈现。

UDE&iLife 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上海舜联会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

“屏观世界，智享生活”为主题，聚焦显示

科技，5G+8K、虚拟现实等最新科技和应

用以及未来生活。展会现场将呈现未来

人居、未来人文、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

来商业、未来城市等全场景互动体验。

2020 ChinaJoy和UDE&iLife 2020此
次合作，有助于数字娱乐产业与消费电子

产业在内容与科技上的互相促进，打造信

息消费行业共赢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为

参展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合作与贸易机会，

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展体验。

据了解，2020 ChinaJoy 和 UDE&iL⁃
ife 2020两展总面积将达到20万平方米，有

近千家展商参展。为使展会效果最大化，

展会主办方整合了数万名专业观众、买家

团到场观摩、洽谈、采购。届时，会有诸多厂

商选择在 2020 ChinaJoy 和 UDE&iLife
2020现场进行新品及战略发布。

重磅活动叠加
带来线上线下全新体验

活动方面，本届 ChinaJoy 将举办官

方线上直播活动、洛裳华服赏、寻找次元

“漫”想家——JOY2×AcFun 毕业季动漫

创投计划、ChinaJoyX抖音“未来城”主题

街区等丰富多彩的同期嘉年华活动；诸

多国内外知名企业也借助 ChinaJoy 平

台，组织策划各自的主题活动。全新亮

相的新品、生动有趣的创意互动、重磅惊

喜的福利，吸引一大波热情粉丝。

UDE&iLife 2020展区则侧重于沉浸

式体验，现场观众将亲身感受 5G+8K、

未来家居、未来社区、虚拟博物馆、AR/
VR、全息、3D 等硬科技，享受以跨越时

空的想象力映射出的一场未来生活场

景大秀。

2020 ChinaJoy和UDE&iLife 2020还
会和中国最主要的短视频、社交、直播、视

频平台合作，2020 ChinaJoy 将首次实现

线上线下双翼齐飞，首届“ChinaJoy Plus”
云展同期推出；UDE&iLife 2020 和战略

合作单位京东联手举办线上购物节，线下

体验，线上购物。众多 ShowGirl、知名主

播将通过线上的方式形成在线互动，为数

千万观众带去全新体验，预计带动亿元级

消费规模。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6月27日，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和上海都乐食品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联盟协议，都乐成为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官方水果合作伙伴。从这个

夏天开始，都乐将以新颖的创意和方式

为度假区提供新鲜且种类丰富的水果。

通过双方的合作，都乐水果将在度

假区多个地点进行品牌呈现，包括游客

入园后即映入眼帘的奇奇蒂蒂果摊。度

假区和都乐将在这些地点制作以新鲜水

果为原材料的美食产品，为游客提供独

具迪士尼特色的水果小食。

作为知名品牌，都乐以新鲜健康水

果闻名。“新鲜水果越来越受到大众喜

爱，健康饮食也变得更具人气。我们与

都乐携手，为度假区游客提供丰富的高

品质水果。”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兼总

经理薛逸骏表示，“随着都乐成为官方水

果合作伙伴，我们期待为每位用餐游客

提供愉悦而健康的体验。”

事实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自开幕

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游客创造全方位的高

质量体验，包括在度假区内提供丰富的

餐饮选择等。这一全新战略联盟将为游

客呈现更多健康选择，都乐的产品将供

应主题乐园及两家度假区酒店，游客可

在度假区各处畅享新鲜健康的品质美

食。

都乐中国总经理陈永康表示，都乐

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都达到严格标准，期

待为消费者以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游

客提供新颖独特的产品和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6月27日和28
日，火爆异常的东航“周末随心飞”产品迎

来首个使用周末，第一波尝鲜旅客成功兑

换产生了超过 6.5万张机票，开启“任意

飞”的旅程。

作为全民航领域首款“不限次、任意

飞”的航空产品，上线仅仅一周就受到了

旅客的争相追捧。根据东航方面提供的

客座数据，截至6月24日，拥有“周末随心

飞”权益的旅客已经成功兑换出超过 10
万张机票，6月 27日、28日第一个使用周

末超过 6.5万张机票。据悉，首次兑换的

出行时间主要集中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和

7月的几个周末，出行目的包括旅游、探

亲、返乡、返校在内等各类出行需求。

东航“周末随心飞”项目负责人介绍，

“周末随心飞”上线后，不少完成绑定的旅

客立即开启“预定机票模式”。从数据分

析来看，通往著名旅游城市的航班持续火

爆，以往“受冷落”的早班机开始“走俏”。

广大旅客也不必担心订座困难，一是因为

像上海-成都等旅游大线，东航的航班班

次较多，中午、下午、晚上的航班预定相对

容易；二是由于东航在全国各地都有运营

基地，特别是上海、昆明、西安、北京等地

拥有大型航空枢纽，广州、杭州等省会城

市航线也比较丰富，旅客可以选择的城市

非常多，目前这类航线完成兑换订座没有

太大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旅客可以提前

安排好行程，“这周去、下周回”，包括利用

好“国庆”长假等，跨周使用“周末随心

飞”。

最受益的就是上海旅客，东航是上海

最大的基地航空公司，航线网络丰富。目

前，上海始发至成都、深圳、西安、青岛、重

庆、厦门、长沙、三亚、昆明、广州的航班为

6月27日最火爆的前十名航线。

家住上海的张女士成为 6月 18日在

东方航空APP限量发售的“周末随心飞”

产品的首批尝鲜者之一：“周末无限次、国

内任意飞、未使用可退，算了一下，几乎飞

一两个往返就能值回票价。”

自今年1月以来，受疫情影响国内航

司航班客座率普遍走低。为盘活运力资

源，东航率先在餐食、机供品、防疫申报等

方面推出创新举措，又通过大数据分析推

动了“周末随心飞”产品上线。更为重要

的是，“周末随心飞”产品的推出，既是对

航空公司当前运力资源的盘活，也极大地

提振了消费信心。

目前，该产品仍以 3322元的价格在

东方航空APP上销售，后续销售计划将

根据市场反响制定。旅客购买产品后绑

定“东方万里行”会员账户即可订票出

行。产品公告中承诺，东航、上航作为承

运人常规运行下的国内定期航班经济舱

（港澳台航线除外），有座位销售时均可订

票。

本报讯（记者 陈烁）端午小长假首

日，洋山港沈家湾客运站进出港航班 40
余艘次，进出港旅客达 7000多人次。记

者从洋山海事部门了解到，相较于受疫情

影响的前段时间，水上客流量有了较为明

显的回升。而随着中小学的陆续放假和

疫情的逐步稳定，未来两个月，客流回升

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近年来，由洋山前往舟山嵊泗、岱山

等海岛旅游的热度逐年递增。尤其是前

往嵊泗方向的旅游线路，一小时的航程和

成熟的旅游配套，成为上海及周边旅客海

滨度假的一个重要选择，其船票在节假日

等高峰时段更是一票难求。今年端午小

长假客流高峰的出现，也意味着本年度洋

山港水上客运的暑运逐步拉开帷幕。

海事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旅行期间不

乘坐三无船、不乘坐超载船、不在恶劣天气

乘船、禁止携带危险品乘船、上下船遵守秩

序。与此同时，疫情防控也时刻不能松懈，

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不能少，配合工作人

员体温、健康码检查，重点疫区旅客需持有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进站，乘船减少

触碰栏杆、扶手，减少与人交谈，勤洗手。

双展合璧 数码娱乐拥抱科技生活
ChinaJoy与UDE&iLife合作打造超级嘉年华

端午小长假客流回升明显

洋山港水上客运进入暑运模式

“周末随心飞”迎首波“尝鲜”客
6.5万人次出行 带火周末经济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牵手都乐

让游客尽享新鲜品质美食

在ChinaJoy与UDE&iLife展馆，观众将实现互联互通。 □主办方 供图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五五购物节”行至尾声，与端午假期

“喜相逢”，浦东各大商圈结合各自经营特

点，推出一系列创意新颖的活动，吸引客流。

16个阳台变身16个舞台

6月27日晚，黄浦江畔，千架无人机从

前滩休闲公园轮番启航，用璀璨的彩灯演

绎出城市发展图景。而在临江一侧，三湘

印象名邸第一排楼的 16个面江阳台变身

16个独立舞台。作为首届上海夜生活节

“夜秀”特色活动重头戏，公益阳台音乐会

“印象·都市万物生”在此举行。

音乐会以 2分钟的灯光秀加上 8分钟

的无人机表演预热。灯光秀依托3栋沿江

建筑，以绚丽的灯光展现出上海这座城市

的无限魅力。无人机矩阵在空中排列成奔

跑的“巨人”，从陆家嘴一路跑到前滩，寓意

浦东始终是上海城市发展乃至中国改革开

放的引领者。

随后的音乐会以疫情期间国际流行的

阳台歌唱和演奏形式呈现。男中音歌唱家

廖昌永、国乐大师方锦龙、钢琴家宋思衡、

知名歌手周冰倩、青年歌手平安、中国笛艺

术家荣颖、打击乐艺术家林喆等音乐大咖

齐聚，星光熠熠，精彩纷呈。

事实上，在疫情后如此短促的时间内，

编排出如此气势恢宏和充满创意的城市

“夜秀”，难度不小。“我们希望探索演艺经

济和流量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以城市空

间为舞台，突破纯线下演出的空间界限和

格局，为整个城市‘带货’。”三湘印象总裁

王盛表示。

大型商圈和“家门口”新玩法

端午小长假前，正大广场的正大市集

升级回归，30余家各类小铺带着网红美食、

人气饮品等齐齐登场。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轮市集每周五至周日 10:00-22:00限时

营业，主打“夜间”与“周末”消费。适逢端

午节，正大广场还特别开设“正大端午市

集”，吸引来自天南地北的消费者在这里找

到记忆中的“端午风味”。

世纪汇广场在 LG2 层搭出一片粉色

沙滩，“泳池迷踪”“秘境寻宝”“星星乐园”

“浪漫夏日”等主题区域，吸引诸多亲子家

庭前去休闲娱乐。

疫情期间获得不少关注的“家门口”社

区商业，也将特色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

上海浦兴迎来开业一周年庆，亲子定向赛、

大力度优惠等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了消费

者。周浦万达广场在中庭办起了歌唱大

赛、架子鼓表演、街舞大赛，为周边消费者

提供展示的舞台。

“五五购物节”正式启动以来，已“撞

上”多个热点节日。多节叠加，加上线下线

上的多方位融合，市民消费热情得到了进

一步激发。

演艺经济和流量经济相结合

阳台音乐会为整个城市“带货”
提振消费 信心 强力释放消费 需求

用新鲜水果制作的迪士尼特色小食。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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