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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近万颗发光灯珠打造的蒲公英灯亮

起，将数百平方米草坪点缀成一片“灯海”；

2米高的“月半弯”散发柔和的暖白光，成为

众多市民游客争相留影打卡的坐标；还有

活力四射的尊巴舞会、夜光派对、音乐现场

秀……7月 25日晚，位于东方路的九六广

场被欢乐和活力点燃，为夜色下的陆家嘴

商圈再添一抹亮色。

这个名为“夜光游乐场”的系列夜间

主题活动，将从 7 月 25 日持续至 9 月 27
日，更多形态的夜间玩法将分批上线。夏

日炎炎，是夜经济发展的好时节，而对九

六广场这个已运营多年的成熟商业项目

而言，发展夜经济既是基于建筑特色的

选择，也是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玩出特色

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中心城区的“夜光游乐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九六广场标志性的

下沉式剧院广场中心位置，新添一座“游乐

场”，夜光月亮、夜光跷跷板、星光蒲公英、

童趣小木马等元素一同加入，游乐场里满

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家住附近的市民杨

女士专程来打卡，端着相机记录了 4岁女

儿的可爱模样。“小女孩心里都有一个公主

梦，这个灯光装置搭配身后红砖灰瓦的多

层建筑，特别梦幻。”

据介绍，“夜光游乐场”系列主题活动

通过灯光亮化、灯光互动装置场景、各类

跨界合作等主题配套活动，衍生出不同主

题、各具特色的夜间经济形态。除了每天

开放的“夜光游乐场”灯光互动区域、桌游

社交场景，还将在接下来的多个周末分批

呈现多样玩法。

下沉式剧院广场将首次放映露天电

影，打造繁华都市下的“星空电影院”。“尊

巴活力夜”将在 8月 8日全民健身日开展

特别团操活动，带领市民一起快乐燃脂。

“夏日夜练时”将招募城中爱玩爱跳的热

力青年，佩戴发光装饰，抛开工作的烦恼，

“舞”力全开。

幸福感“加盟”夜经济

“夜经济”，不止有“经济”。

今年 6月起，九六广场利用街区式的

建筑特色，发起“城市绿洲音乐计划”，在

林立高楼中为来自各行各业、热爱音乐的

年轻人打造出一片“精神绿洲”。“没有任

何目的、任何限制，觉得开心就够了”的音

乐理念吸引到很多渴望表达自我的都市

年轻人。

活动当天，这些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从

白天至夜晚不间断接力演唱了 600分钟。

东方路外广场，是10名顺利进入音乐计划

的青年。下沉式剧院广场上，30名报名参

与的城市绿洲音乐爱好者，一人一首接棒

演唱。他们来自医疗卫生、编剧、财管管

理、教育等各行各业，喜爱流行、摇滚、爵

士、豫剧等各种类型，在这个包容性极强

的舞台，“唱”所欲言。

“85后”高先生是 30名音乐爱好者之

一，在外企从事供应链相关岗位的他，在2
个星期前上传了报名信息，这次收到能登

台演出的消息，心情特别激动。他告诉记

者，去年点燃了无数乐迷的综艺《乐队的

夏天》，也让自己重新拾起了吉他，这次演

出，他专门选择了一首有着“怀抱理想、负

重奔跑”意味的《生活因你而火热》。“音乐

对我而言，是琐碎生活的一个出口，非常

感谢有这样一个面向普通人的舞台。”高

先生说。

据了解，活动启动以来，九六广场已

收到超过80人报名，每晚飘扬在东方路沿

途的歌声，已成为一道新的城市风景。

将“夜经济”做成标签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近几年，九六广场所

在的陆家嘴商圈迎来多个新开购物中心，

其中不乏陆家嘴中心L+Mall、世纪汇广场

等体量超过10万平方米的大型项目。

“九六广场在体量上优势不大，因此

更要在消费体验上下功夫。”九六广场租

赁部负责人许磊对记者表示，疫情形势转

好，夜经济成为商业恢复的重要抓手，“九

六广场是浦东夜间经济示范点之一，数年

前就开始策略性布局夜间经济，在东方路

沿街进行精准定位招商，以主题餐厅酒

吧、娱乐休闲体验为基础，辅以个性化活

动及完善的配套服务，扩大商业影响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九六广场东方路

沿线就已引入多家上海“浦东首店”，包括

长期位居上海粤菜热门榜第一名的“东发

道茶冰厅”、武汉人气小龙虾餐厅“一棠龙

虾”、拥有“2020黑珍珠一钻餐厅”等响亮

名号的苏浙菜餐厅“醉东”等。夜幕下，东

方路沿线仍然是一派热闹景象。

“打造上海又一个夜间‘打卡’目的

地”是九六广场多角度发力夜经济背后一

直在致力实现的目标。今夏的“夜光游乐

场”系列夜间主题活动，或将成为有力推

手。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杨珍莹）7月 24日，迪卡侬“多巴胺重启

地球”运动健康主题活动在东方明珠举

行，多项与运动相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同时诞生。

夜幕下，东方明珠变身室外竞技

场，向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选手王圆珏、刘轶伦凭借经验与扎

实功底，在 70秒内挑战成功“最快时间

内搭建露营营地”。“一分钟内做最多的

箭步蹲”则由聂凡尧以55个的成绩拔得

头筹，顺利打破纪录。稍早之前举行的

“最多人同时对打羽毛球”挑战亦取得

圆满成功，125组共计250人同一时间进

行羽毛球赛，气势颇为壮观。

即使不能到现场感受运动的澎湃，

每个人也都可以参加一项吉尼斯挑

战。7月24日至8月8日，迪卡侬与网易

哒哒合作推出中国首个“云运动”H5体

验，全国运动爱好者都可以登录并参与

运动健康宣言，共同向世界纪录发起挑

战。

疫情形势好转，城市的热度、公众

的热情也通过运动在重启。这场全民

参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众运动主题

活动，从陆家嘴金融城面向全球发出正

能量的健康信号。

据悉，浦东累计推出13个夜间经济

示范点，其中8个位于陆家嘴，包括华润

时代广场、世纪汇广场、LCM置汇旭辉

广场、陆家嘴中心L+Mall、九六广场、正

大广场等，各示范点围绕夜购、夜健、夜

展、夜游、夜读、夜娱等，积极进行业态

创新，将文化、旅游、艺术、体育通过各

种创新形式与商业紧密融合。

除了“夜间经济”，“首店”“首秀”的

集聚也带来消费新活力，民生艺术码

头、船厂1862时尚艺术中心等成为众多

国际品牌的新品“首秀”地，这类注重体

验性、参与感的经济新场景，增添了城

市经济活力。

■本报记者 须双双

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 7月 25日

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官方合作伙伴、指定5G全场景技术平台，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将依托移动5G云技术

优势，打造首个5G“云上”电影节。

5G科技刷新电影节新体验

为了在满足观影需求的同时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线上

线下并举的形式进行。今年，咪咕将延续

5G全场景技术平台的身份，依托移动 5G
技术优势，进一步拓展“5G+4K+VR”全

链路应用创新，打造聚合科技感、专业感

的国际电影节。

2019年，咪咕就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签

订了战略协议，对上影节开幕式进行了全

球首场 5G+真 4K直播。今年，咪咕在去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了合作模式，推出

媒体线上“云”采访、依托 5G云包厢技术

的私人云影厅、24小时永不落幕的“云上

影院”、电子电影票等有趣又新奇的玩法，

为广大影迷们带来5G电影节的新体验。

观众可以通过“云”采访的直播，第一

时间掌握业内人士专业、权威的解读。用

户还可以在咪咕视频享受5G云包厢硬科

技，通过咪咕独家打造的私人云影厅，在

线上创建私人房间，邀请好友一同观影。

7月25日起，咪咕视频还开启了永不

落幕的“云上影院”，通过 24小时轮播的

方式为用户送上百部历届经典佳片。

挖掘新秀助推产业升级

今年，中国移动咪咕继续以短视频单

元官方战略合作伙伴身份，与上影节联合

打造短视频单元，借助自身 5G技术与平

台优势，发掘培养新人、挖掘推广新作。

作为国内超高清视频产业的领军者之一，

前期咪咕已在线上征集到千部短视频作

品，并将在7月28日进行线下论坛及颁奖

等落地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短视频单元结

合了 5G 技术，增设了咪咕 4K 特别关注

奖、优质VR短视频等奖项，为 5G语境下

的VR超高清内容提供了一个优质展播

平台。同时，咪咕还重磅推出 5G创作合

伙人招募计划，借助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资

源优势，为原创作者带来多方面的创作空

间与合作维度，助推国内短视频产业升

级，发掘并培养更多优秀的创作人。

咪咕此次携手上影节打造疫情常态

化控制时代全球首个 5G云上电影节，将

为这场国际型影视活动注入科技的力量，

拓展体验场景，打造5G云上观影新方式。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7月份沪牌

拍卖于上周六举行，本月共有 142526人

竞拍，最低成交价 91000 元，均价 91075
元，中标率11.8%。

本月个人额度投放 15500辆，个人在

用车有效额度委托拍卖 1362辆，合计拍

卖总数16862辆，比上月减少1405辆。警

示价为89300元。

今年 3 月以来，上海私车额度投放

已经连续 5 个月在 1 万辆以上，3 月至 6
月逐月增长，6月份投放额度超过 1.8万

辆，为目前年内最高，近四个月沪牌拍卖

中 标 率 分 别 为 10% 、12.1% 、13.5% 和

11.8%，均在 10%以上。7 月份个人额度

尽管比上月减少，但比去年同期仍增加

6300辆。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7月23日-25
日，第 114届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暨

智慧生活博览会、第九届上海尚品家居展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举办，智能家

居在展会上受到关注。

据悉，第 114届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

展览面积超 18万平方米，打造了家居精

品、摩登厨房、清净空间、饮领食尚等 9大

主题16个特色展馆，逾3000家商家携数万

款产品在现场展出。第九届尚品家居展展

出面积 2.5万平方米，共开设 1200多个展

位，汇聚了家居、家饰、商务礼品产业最具

创新的展商及产品，涵盖中高端家居、商务

礼品、餐厨日用、智能家居等类别。

记者在现场看到，自动感应洗手液、

垃圾桶、紫外线杀菌包等产品，尤其受到

观众的关注。“今年受疫情影响，健康成为

消费者关注的重点，家居产品顺应市场趋

势也更加关注免接触等功能，因此，像智

能感应皂液机这样的产品很受大家欢迎，

订单也多了不少。”一名展商表示。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

能家居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策略规

划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

规模达到 257亿美元，2018年-2023年的

复合增长为 26.9%，在 2023年预计将会达

到1056亿美元，未来5年内智能家居市场

将以14.9%的复合增长率增长。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普及，越来

越多企业看好智能家居的发展。就在前

不久召开的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天猫精灵宣布，今年将投入 100亿元建设

AIoT及内容生态，并与合作伙伴共同推

出百款爆款智能产品。天猫精灵事业部

总经理、阿里AIoT创新中心负责人库伟

表示，为了更多维地帮助中小企业提升产

品竞争力，将向家电产业带输送一整套智

能升级方案，帮助产业带中小家电制造企

业以更低成本实现智能化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7 月 25 日 8
点 18分，D771次动车组列车搭载 200余

名上海游客从上海南火车站缓缓开出，

前往具有“三江之汇、六水之腰”美誉的

兰溪，开启了为期两天的人文休闲养生

之旅。这标志着自 7月 14日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游以来，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兰溪市

人民政府推出的全国首趟疫后跨省动车

旅游专列成功开行，长三角旅游业复苏

由此进入“快车道”。

7月16日，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步入常态化的条件下，上铁国旅公

司根据国家文旅部和上海市文旅局最新

政策，第一时间与兰溪市文旅局沟通接

洽，在去年开行首趟专列基础上，精心优

化线路行程，设计推出“上海至兰溪”动

车旅游专列第二弹“夏日赏荷二日游”产

品，在两天一夜的行程中，200余名上海

游客既能领略到地下长河的“海内一

绝”，又能感受到诸葛八卦村“八卦阵”的

奇妙玄机；既能观赏到芝堰古村的“山居

美景”，又能目睹常满塘在农业现代化背

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成果，整个行程安排

文化内涵丰富、人文气息浓郁，让来自喧

嚣都市的游客充分浸润古城兰溪的幽静

深远，尽情享受浙西灵地的美景美食。

200余名专列席位一经推出，市场反响热

烈，不到一周时间产品就售罄了。

上铁国旅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作为

在全国开行的疫后首趟跨省动车旅游专

列，疫情防控仍然是重中之重。该公司

认真执行《上海市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

疫情防控措施》，细化防控应急预案，做

细做实团队出行的每一个环节。

上铁国旅公司副总经理李莉表示，

兰溪专列的开行，既带动了地方旅游业

加快复苏，助力“六稳”“六保”工作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又为长三角旅游业如

何应对疫情冲击、深度融合转型作出有

益尝试。下一步，公司将积极发挥铁路

运能资源优势，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对接

合作，大力开发“高铁+景区”“高铁+酒

店+土特产”等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多主

题多线条的常态化高铁或动车旅游专列

产品，带动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推广和

旅游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当好区域旅游

业全面复工复产的“排头兵”。

“夜光游乐场”“城市绿洲音乐计划”

“夜经济”，不止有“经济”

九六广场新添一座“游乐场”，加入了夜光月亮、夜光跷跷板等设备，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 □实习生 刘宇杰 摄

东方明珠变身
室外竞技场
见证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

首个5G“云上”电影节来了
咪咕携手上影节将推出5G创作合伙人招募计划

新博“双展”：智能家居展品最吸睛

7月沪牌中标率11.8%

全国首趟疫后跨省动车旅游专列启程

长三角旅游业复苏进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