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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上半年引入首店43家 约三分之二入驻陆家嘴商圈

优质首店为浦东商业注入“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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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品损坏引热议

与其严防死守
不如以文化人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 报 记 者 许素菲

2020 年半程已过，上海用一份半年

“首店”成绩单为下半年商业发展播下种

子。据第三方机构中商数据统计，上海二

季度首店数量达到 259家，恢复至去年同

期水平，加上一季度引入的 61家首店，上

半年上海共计迎来 320家首店，其中有 43
家选址浦东。

陆家嘴商圈连续发力

作为浦东代表性的市级商圈，陆家嘴

商圈“首店经济”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浦

东43家首店中，有约2/3入驻陆家嘴商圈。

位于小陆家嘴核心区域的正大广场，

疫情后新首店开业全面提速，以 7家首店

的成绩成为今年上半年浦东“首店收割

机”。全国首家海龟机器人送餐餐厅“栖蠵

地（Caretta Land）海龟主题餐厅”开业没多

久，就登上抖音特色餐厅榜单第一名。18
只海龟形状的送餐机器人在玻璃地板下来

回“爬行”，备受亲子家庭青睐。此外，还有

宇航主题餐厅“WALA 蛙辣火锅”、烘焙主

题韩国潮牌鞋履“BAKE-SOLE”等多家特

色首店先后入驻。

国金中心商场、世纪汇广场、陆家嘴中

心L+Mall、华润时代广场、船厂1862等陆家

嘴商圈内的标志性商业项目，分别迎来5家、

5家、3家、2家、2家“首店”，其中不乏来自法

国、瑞士、美国等地的“全国首店”和“上海首

店”，业态涵盖餐饮、零售、美容、娱乐。

《浦东新区率先打响“上海购物”品

牌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 年）》中提

出，要“打造陆家嘴商圈成为世界知名品

牌商圈”。在具体行动方面，将通过推进

重点设施品牌调整，引进各类国际化品

牌的全国首店、旗舰店、集成店和买手

店。浦东正坚定不移地向着国际著名消

费城市核心承载区的目标迈进，而陆家

嘴商圈的“头部效应”，在浦东吸引更多

国际和国内品牌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推动作用。

高能级首店首选浦东

浦东首店数量持续增长背后，首店

质量也迈上新台阶，越来越多的高能级

首店选择浦东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

站。6月，雅诗兰黛集团旗下两大奢华香

氛品牌“凯利安”（KILIAN）和“馥马尔香

水出版社”（Editions de Parfums Frédéric
Malle）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奢侈品牌集

聚的国金中心商场开出全球新概念首

店。两家代表顶尖水准的香氛品牌“全

球首店”落户，对国内高端香氛消费市场

具有革新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是全球顶级奢华品牌新品首发和首店入驻

的首选。此次落地国金中心，将带给广大

消费者全新的理念和工艺，以及沉浸式的

香氛体验空间。”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

樊嘉煜表示。

国金中心商场的顶级化妆品矩阵不断

进阶，除了上述香氛品牌，纪梵希美妆在此

开出上海首家精品店，日本森系女装 45R
上海首店也进驻商场3楼。

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示范区”

2019 年 4 月，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的实施方案》

明确，将支持举办大型全球新品首发活

动，培育新品首发平台和服务机构，打造

新品发布地标性载体，并在黄浦、静安、

浦东、徐汇等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示

范区”。

上海购物中心协会发布的《上海购物

中心 2020年度发展报告》透露，今年浦东

计划开业3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数量为

全市最多，浦东首店规模将随着这批商业

项目的开业再度扩大。

中商数据分析认为，二季度开幕的首

店，大多是疫情前就有计划的，“五五购物

节”极大地复燃了品牌商在上海开店的热

情，但这种热情基本上要到下半年才能开

花结果。随着以往蓄积的首店陆续开幕，

二、三季度新签约的首店数量将真正决定

全年的首店行情。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当前

上海已进入主汛期。记者昨日从

应急管理部门获悉，连日来，市、区

两级应急管理部门深入一线，开展

防汛防台社会面检查，重点检查排

摸汛期危化企业安全生产落实、应

急救灾物资储备、防汛抢险设施准

备、人员应急避险安置以及部分泵

站泵闸设施运行情况，及时消除各

类隐患，补齐短板，28 支市级重点

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也已进入备

战状态。

据悉，全市应急部门在市防汛

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对全市 927 个

撤离点、1153 个安置点进行了走

访，排摸人数规模约 18万人。市应

急局还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防汛撤离安置场所管理工作的

通知》，指导各区细化应急避险方

案。同时，按照“战时应战、平时防

灾”的要求，会同市民防办梳理完

成 107 处避难场所基本情况，完善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提高综合

使用效益。同时，立足最不利情

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市消防救援

总队、武警上海市总队、上海警备

区都前置了应急抢险力量，危险化

学品、轨道交通、供电、燃气、通信、

医疗、航空、建筑施工等 28 支市级

重点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也已进

入备战状态。

应急管理部门还加强了与水务

防汛的工作协调，优化联合防汛体制

机制，按照“迎战”“临战”“实战”要求，

加强社会宣传动员、做好避险转移、

强化安全生产社会面监管、完善汛期

抢险救援机制，统筹应急物资储备、

加强次生灾害防范、落实灾情评估和

灾后救助、完善内部工作联动机制；

紧紧盯住危险化学品企业、老旧小

区、人员密集场所、下立交等重点区

域和区防汛组织指挥、人员避险转移

安置、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重

点环节。

■本报记者 黄静

本月迎来主汛期，浦东最近一次

发生在7月5日至7月7日的强降水

过程，让人们见识了它的威力。而就

在月初，浦东“城市大脑”3.0版全面

上线，其中迭代升级的防汛防台模块

严阵以待，通过预案响应的自动化、

值守监管的电子化、综合汛情的集成

化、预警预测的智能化和指挥调度的

模型化，助力浦东安全度汛。

实现汛期智能预警预测

由于梅雨期长，对流性天气强度

较强，台风也会不期而遇，浦东防汛

防台面临巨大挑战。按照“确保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指示要求，结合

“一网统管”浦东“城市大脑”建设推

进，区应急管理局全新迭代升级了防

汛防台指挥模块，探索用“智能化”的

牛鼻子，实现汛期智能预警预测，全

力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在过去防汛防台应用场景的

基础上，我们着重在自动化、电子

化、集成化、智能化、模型化上下功

夫，不断优化提升模块功能。”区应

急管理局副局长朱海介绍说，首先

“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实现了预

案响应的自动化。

升级后的防汛防台模块还具备

电子签到功能。7月6日浦东普降大

暴雨，区防汛指挥部启动III级响应行

动，随后全区启用防汛值班电子签到

模式，落实各应急力量和值守工作。

7月 5日至 7月 7日的强降水过

程，气象预警及防汛应急响应时间共

持续近42小时。在高强度的防汛任

务下，浦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

也高效运转着。卫星云图、风力监

测、雨量监测、潮水位监测……集成

了综合汛情的指挥模块帮助工作人

员实现对各类汛情的全面掌握。

实现指挥调度模型化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智慧赋能，

浦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还实

现了指挥调度的模型化。其中包

括，一旦有积水等灾害发生时，系统

可以进行受灾影响范围和人员情况

的自动分析提示；根据模型实现相

关防汛物资和队伍力量的智能调

度，系统自动提示调配离积水区域

最近的排水泵车和抢险队伍力量，

并在屏上显示相关物资和队伍的执

行情况；利用视频会商、移动单兵在

指挥大厅可以远程指挥调度，实时

掌握现场实际情况。

结合浦东防汛工作实际，下一

步浦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将

强化实战化，确保在汛期能用、管

用、实用。

市、区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开展社会面检查

28支市级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

上海进入主汛期 台风将不期而遇

浦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迭代升级

主汛期到来，浦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严阵以待。 □本报首席记者 黄日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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