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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6 月 4 日，

“2021张江细胞产业国际峰会 中国细胞

治疗第二届年会”在张江科学城揭开帷

幕。本次峰会以“细胞与基因治疗方兴未

艾”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陈晔光院士，中国

工程院田志刚院士，以及众多企业代表、

行业专业人士汇聚一堂，聚焦细胞、基因

治疗前沿关键技术、临床前及临床研究等

进行热议。

峰会上发布了多项前沿技术研究进

展，包括干细胞与类器官研究、合成免疫

学与新一代NK细胞治疗技术、基于干细

胞 EVs 的疾病治疗研究、帕金森病个体

化细胞治疗、基因编辑在疾病治疗中的

应用等。

现场，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就目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治疗等方面，

与参会者交流。张文宏表示，干细胞是

一个新兴的领域，干细胞作为细胞治疗

对新冠疫情具有很好的前景。但干细胞

治疗价值不仅仅在于新冠肺炎，而更应

该停留在重症肺炎，将来干细胞治疗的

适应症要有所扩充。“干细胞可以降低炎

症反应，修复细胞，当前干细胞在新冠治

疗中所有的研究工作将会对未来产生巨

大的影响，但并不代表新冠治疗就离开

它不行。”张文宏说，“对肺细胞的修复，

肺纤维化的作用不单是新冠肺炎所能够

体现的，而是应该对所有的重症肺炎、肺

纤维化都会有所作用。”

峰会上还透露，目前全球已上市 5款

CAR-T细胞疗法、15款干细胞疗法，其

中仅今年一季度就有2款CAR-T细胞疗

法上市，同时还有多款在研疗法积极推进

中。

学术大咖云集张江，而张江创新企业

也带来了众多前沿技术。对于这样的创

新氛围，张文宏表示，说明干细胞技术在

张江创新的浓度很高，“如果要转化，就请

到张江来。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环境，干细胞最需要一个‘环境’，环境好

干细胞才能长得好。”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醇粹乐趣”美酒体验周、“希

腊、中东美食节”、阿塞拜疆“火焰

之国”文化周、“茶之有据”茶文化

商品周……自贸区内国别（地区）

中心 300多款进口好物，以琳琅满

目的产品陈列与独具异域风情的

国别主题周场景轮番上阵，让消费

者能在现场体验各国特色文化，不

出国门，买遍全球。

6月5日，“2021上海进口嗨购

节·国别商品文化缤纷月”启动仪

式在外高桥森兰商都举办。该活

动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共同主办，推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国优质商品走

入上海消费市场。

进博“爆款”常驻外高桥

在去年进博会上，一款叙利亚

古皂成为爆款。6月 5日，叙利亚

商品中心带来更为丰富的当地商

品亮相国别缤纷月，包括以闻名世

界的大马士革玫瑰制成的精油、纯

露、玫瑰花茶，以胡桃木和贝壳为

材料，手工制作的各类木盒、家具

等。

据叙利亚商品中心负责人朱

莉介绍，借助进博会的平台，叙利

亚商品知名度被打开了，并于去年

进博会后入驻了森兰商都二楼。

“面积大概有80平方米，除了化妆

品类，还将带来叙利亚当地的美

食。”他还透露正计划开设首家叙

利亚美食馆，外高桥森兰商都也是

选址之一。

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

限公司商业运营部总经理马骏在

现场介绍，此次自贸区国别（地

区）中心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来

自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300多款各

具特色的好物，其中更有多款商

品将以“惊爆价”与广大消费者见

面。如进博会同款商品、被米其

林餐厅认证为“超级美味奖”两颗

金星的“智利之花”葡萄籽油打 6
折，以 60 元一瓶的价格进行促

销。国别商品文化缤纷月特别引

进的首发首秀产品——来自希腊

的“可蕊玫”蜂蜜，也以 6 折的价

格进行促销。

此外，在去年进博会上，西班

牙“寻奶匠”无乳糖牛奶等一些“首

秀首发”商品也都亮相活动现场。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记者了解到，自 5月国别缤纷

月活动预热以来，本市进博会“6
天+365天”交易服务平台以及大

型零售商、综合贸易服务商、跨境

电商和展示展销服务等进博会四

大采购商联盟重点企业广泛参

与。

国别缤纷月期间，森兰商都依

托外高桥专业贸易服务平台，每周

呈现一档独具地域特色主题活动，

如“醇粹乐趣”美酒体验周、“希腊、

中东美食节”、阿塞拜疆“火焰之

国”文化周、“茶之有据”茶文化商

品周等。

6月起，国别商品文化缤纷月

将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以更丰富的国别文化互动、更优质

的国别特色商品为核心，让上海市

民足不出“沪”，在上海感受世界的

缤纷文化盛宴。

据悉，国别缤纷月以开放创新

的活动模式，跨界连线“一带一路

名品展·上海”。6 月 25 日至 27
日，展会现场（上海展览中心）将汇

集喀麦隆、捷克、斐济、加纳、伊朗、

拉脱维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名特优商品。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6月 5日，浦

江两岸地标、1.2万辆出租车后屏同时点亮“我爱夜上海”标

语，全城开放景观灯光。作为“五五购物节”重要板块，由市

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局、市新闻出版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

“2021上海夜生活节”（简称“六六夜生活节”）于BFC外滩金

融中心正式启动。

夜生活节启动仪式上，一份首发的重磅内容展现了上海

夜间经济发展综合能级。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结合

酒吧数量、夜间电影场次、livehouse数量、夜间出行活跃度、

夜间灯光值强度、公交夜间活跃范围和地铁末班车平均结束

时间 7个大数据维度，对全国 337座地级以上城市的夜间活

力作出综合评估。大数据显示，上海夜生活指数排名第一，

深圳、成都、北京和广州分列其后。

具体来看，截至 2020年底，上海共拥有 2018家酒吧、有

演出的 LIVEHOUSE 396 家；2020 年全年上海共播放了

157656场夜间电影。此外，上海在夜间出行活跃度和夜间灯

光值强度两个维度上均位列全国所有城市之首。

在常态化防控疫情的大背景下，2020年上海的夜间出行

人数相比2019年依然增加了92.36万人。每天20点后，上海

的平均出行人数约有421万人，占全天出行人数的17.67%，位

列全国首位。

而从商圈的分时客流数据来看，陆家嘴、南京西路等核

心地段辐射范围广，客流起伏相对明显。金桥、彭浦新村等

社区型商圈的活跃时段更长。23点是大部分商圈夜生活接

近尾声的时间，但静安寺、中山公园、新天地还能在深夜持续

保有活力。

随着启动仪式举办，上海的夏夜将愈发生动。“六六夜生

活节”将围绕跨界联动，促进行业加速“破圈”。例如，世博会

博物馆举办“世博奇妙夜”，活动期间每周六开放至晚上9点，

推出“浮世万象艺术珍品展”等；“体育运动之夜”期间，本市

体育消费券发券总额提高到每天 60万元左右；新华书店、上

海书城、上图、外文等品牌书店共推出 30项夜读活动；BFC
外滩金融中心推出首届外滩音乐季、精酿啤酒节；每周六

晚，30组街头艺人将分别来到富都滨江、外滩源等近30个商

业街区，6月期间推出100场街头艺人周末秀，为夏夜街头增

添灵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端午小长假

渐近，来自各大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

示，端午节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向好。从

预定情况来看，预计今年端午出游人次

将达到1亿人次。

与“五一”假期相比，端午假期长线

游降温，消费者主要以中短途出游为

主。来自携程的预订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超六成游客选择了省内游，其他游客

中近五成选择了 300 公里内的周边游。

在最受游客欢迎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中，

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南京、重庆、长

沙、深圳、青岛、西安位列前十名。

除了周边游的悄然兴起，“酒店式

度假”是后疫情时代消费者出游的另一

大改变。选择一家度假型酒店，以酒店

为目的地进行长达 2-3天的深度旅行，

吃住玩一站式消费的“酒店式度假”方

式受到人们追捧。携程数据显示，端午

假期周边酒店的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约三成。

同时，城市近郊的周边休闲度假需

求也非常旺盛。同程旅游发布的《2021
端午假期居民出行出游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端午假期传统的标准化住宿需求

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同时以度假别墅、

民宿、木屋、房车、帐篷露营等为主的非

标住宿也有不错的市场表现，部分核心

城市周边的热门民宿、木屋等出现一房

难求的现象。

国别商品文化缤纷月启动 300多款进口好物齐聚外高桥

让进博会优质商品走进百姓生活
“六六夜生活节”来了
以夜为媒 跨界联动

大咖云集浦东 助推细胞产业发展
张文宏表示干细胞治疗新冠肺炎有前景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日前，第六届阅文原创 IP盛典在上

海举办，作为“IP开发风向标”，盛典揭晓

了年度重磅原创 IP榜单，25位作家的 30
部作品登榜。

作为阅文全新使命愿景发布后的首

场原创 IP盛典，本次活动以“为好故事喝

彩”为主题，创新引入学界专家、业界人士

组成荐书团，对上榜作品进行专业推荐，

沉淀 IP价值和开发趋势。现场揭晓的年

度重磅原创 IP榜单，包括年度题材作品、

年度海外作品、年度男/女频人气十强作

品、年度改编期待作品等，彰显了中国网

络文学的一流创作水准与人气峰值。

其中，阅文集团大神作家卖报小郎君

创作的《大奉打更人》一举囊括了“年度最

佳作品”“年度男频人气十强”“年度东方

幻想题材作品”及“年度影视改编期待作

品”四项称号，成为本次盛典最亮眼的作

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理论室主任陈定家认为，这是一部植根传

统文化的锐意创新之作，作品在穷极仙侠

小说万千瑰丽想象的同时，将探案故事的

种种奇思妙想发挥到了极致，在题材跨界

融合与艺术手法创新方面取得实破性进

展。

最新发布的《新华·文化产业 IP 指

数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互联网原生 IP
崛起，潜力作家、优质作品不断涌出，同

时网络文学 IP孵化集中地效应加强，为

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本届盛典公布

的原创 IP榜单评价标准更加多维、题材

品类也在不断创新与扩张。基于阅文

平台大数据优势及权威调研、评测能

力，构成了目前原创 IP行业内最具价值

指向性、影响力、权威性的榜单品牌，并

首次集合文学界、动漫、影视、游戏行业

专家大咖组成荐书团的综合推荐，推出

五大领域的“年度改编期待作品”。例

如，《大奉打更人》荣获“年度影视改编

期待”。

IP生命力的延续需要围绕 IP的产业

化开发，IP产业化离不开 IP运作平台化

与良好的协同机制。在阅文等头部网络

文学平台的引领下，国内 IP开发产业链

生态逐渐完善。阅文集团总裁、腾讯平台

与内容事业群副总裁侯晓楠表示，希望能

够给予创作者鼓励，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好

故事在他们笔下生辉，也希望产业内外能

够进一步挖掘这些好故事，让它们从文字

中破土而出，通过不同的形式给更多人带

来生动鲜活的体验。“只有让好故事源源

不断，生生不息，才是真正的为‘好故事’

喝彩。”侯晓楠表示。

阅文发布年度原创IP榜单 30部作品上榜

网络文学百花齐放 原生IP崛起

端午假期预计出游人次达1亿
省内游成为热门选项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长三

角铁路端午小长假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

台，预计节假日运输期间发送旅客量超过

1280 万人次，日均客发量 250 万人次以

上，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6月12日

为最高峰日，当日预计发送旅客300万人

次左右；铁路部门计划增开122对旅客列

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端午小长假期间，

客发量与增开列车数有望创下历史同期

新高。

据悉，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限为 6
月 11日至 15日，长三角铁路整体客流将

呈现以下特点：客流走势预计呈M型双

高峰，即假期第一天（12日）出行高峰和

假期最后一天（14日）返程高峰客发量明

显高于日常，其他时间段流量稍有回落；

客流成分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体现出

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居民出游意愿不

断升温，休闲旅游消费快速复苏；客流流

向以中短途距离为主，短途主要集中在长

三角三省一市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间，中

途主要集中在高铁4小时行程范围内，其

中河南、山东、江西、湖南等重点方向客流

预计保持增长。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启用 61 对高峰线

列车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

时段和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增开去

往北京、武汉、南昌、汉口、萍乡、赣州等

方向长途直通旅客列车 13对；增开短途

管内旅客列车 109 对，开行方向主要为

上海至南京、合肥、徐州、蚌埠、芜湖、阜

阳、宁波、苏州、无锡等。此外，铁路部

门对图定周末线列车、非正常开行规律

列车、非正常编组规律列车的开行进行

优化调整，努力增加运力、提升运输效

率。

长三角铁路端午假期将迎来大客流

客发量预计超1280万人次

300多款进口好物齐聚自贸区内国别（地区）中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