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起上海动物园举行蝴蝶展

8万彩蝶陆续放飞
9月 28日至 11月 11 日， 上海动物园将

举行第七届蝴蝶展。昨天起，约 30 种、8 万只
色彩斑斓的蝴蝶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陆续
放飞。

蝴蝶展中心展区蝴蝶花园位于上海动物
园两栖爬行馆内。展览将着重介绍上海乡土蝴
蝶的生态与文化、 展示我国本土的养殖蝶类，

以及与蝶密不可分的多种植物。

此次放飞的蝴蝶均为我国本土养殖蝶类，

其中许多种类在上海本地也能看到。蝴蝶花园
内植物枝干上悬挂粘贴了各种造型的蝶蛹，届
时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破蛹成蝶的过程。园方还
将定时补充新鲜蝶蛹， 预计共有 5000只蝶蛹
用以展示。此外，蝴蝶园内布置了种类丰富的
各色蜜源植物，如三角梅、龙船花、香彩雀、繁
星花、马利筋、鼠尾草等。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影报道

上海公交行业昨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演练。 图为拖车第一时间赶到公交车抛锚现
场，准备将故障车拉走。本报记者 董天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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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联盟国际研讨会开幕

打造合作共赢“科技共同体”

本报讯 （记者 黄海华）2019“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联盟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沪开幕。 开幕式上，上
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和中科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
成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联盟新成员。泛巴尔干地
区天然产物与新药发现联盟同时成立。

2016年 10月 18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联盟
在上海倡议成立。三年来，联盟通过有效的协同合
作机制，凝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
共识，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科技共同体”，从
上海出发，服务沿线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来自中
国、塞尔维亚、俄罗斯、北马其顿、克罗地亚、匈牙利
等近 20个国家 150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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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理铭

万科物业社区乐跑赛圆满落幕
近日， 万科物业社区乐跑赛在前滩友城公园

活力开启，1500 名乐跑者共同完成 3.2 公里的公
益里程， 以奔跑比赛的方式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据悉，本次活动的报名费共计 4.5万
元全部捐献给上海爱好儿童康复培训机构， 以实
际行动践行“跑一步，爱满分”关注孤独症儿童的
公益活动理念。

今年是社区乐跑赛的第七个年头了。 多年来，

社区乐跑赛以切实行动关爱孤独症儿童，通过绿色
健康运动的方式，成为万科物业与社区、与业主之
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在促进邻里关系、传播健
康运动理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活动现场，“星星的孩子”宣传区不仅介绍了
孤独症群体，还展示了去年社区乐跑赛的捐赠现场
和爱心义卖活动，用心做公益、关爱孤独症，万科物
业社区乐跑赛是认真的。

华泾天街今日盛大开业，填补了该区域成熟商业配套不足的空白

沪苏龙湖：“为城市赋能”又添新力作
继虹桥天街和宝山天街之后，龙湖在沪

的第三个“天街”产品、也是其华东地区首个
收并购改造项目———华泾天街于今日开业。

这一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
体，为徐汇华泾板块注入了商业新活力和新
动力，填补了该区域长期以来成熟商业配套
不足的空白。

龙湖集团沪苏公司总经理温介邦表示，

2019年公司提出了“为城市赋能”的品牌主
张，即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用创新的产业
战略、多空间营造和服务提供能力，为上海
这座全球卓越城市注入更多空间创想和升
级服务。

存量改造 华泾天街焕新登场

华泾天街所在的徐汇华泾板块，是徐汇
区“十三五”规划中“一轴一带”的布局交汇
处，也是城市更新的重点发展区域。过去该
板块一直缺乏成熟的商业配套，因此，华泾
天街从龙湖获得项目开始就备受当地居民
的关注。

华泾镇是中国纺织文化的起源地，著
名棉纺织家、 布业始祖黄道婆曾在此传授
纺纱织布技艺。由黄道婆的故事，华泾天街
提炼出 “彩锦华泾·创享生活+” 的项目定
位，用空间、色彩、人文融合的建筑语言，在
原有的建筑结构基础上激发空间可能性，

开辟更多公共区域为消费者创造多样化社
交场景。 除了在商场中庭引入原创互动艺
术装置———彩锦迷宫， 增强趣味性与记忆
点， 华泾天街更创造性地在商场不同区域
打造了“线轴娃娃”、“纵横经纬”等特色主

题装置。同时，联合聋哑人公益组织在商场
外立面绘制近 2000 平方米的巨幅彩绘，以
龙湖原创 IP“龙小湖”诠释生活图景，成为
拍照“网红墙”。

“作为华泾板块目前唯一的商业核心，

华泾天街将推动华泾地区由镇域功能向城
区功能形态转变，实现城市更新突破。”华泾
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华泾天街紧邻闵行区梅
陇镇、 吴泾镇，3公里范围内辐射 32万常住
人口、3万商务办公白领， 同时还有 40多所
校园星罗棋布，消费市场潜力较大。

据介绍，华泾天街共引进 164个知名品
牌， 包括中影泰得旗下华东首家 U+cinema

智慧影院、永辉 Bravo严选生鲜店、徐汇南首
家星巴克社区友好店、书店生活馆漫书咖等

高品质主力店。同时，西贝莜面村、泰妃殿火
锅、江边城外、立方铁等网红餐饮品牌也悉数
入驻。针对周边家庭客群，华泾天街还引进了
美吉姆、爱婴室、尚典学、东方之星、KIDSPORT

等全业态亲子品牌。

未来到达华泾天街的方式也是多维的：不
仅有规划中的轨交线路直达商场，连接来自徐
家汇和闵行开发区沿线的消费者， 周边更有 9

条公交线路环伺，而龙吴路主干线、天桥与地
下连廊也将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出行体验。

城市更新 更多实践跃然纸上

华泾存量项目的改造并不是龙湖积极参
与上海城市更新的开篇，早在去年 8 月，龙湖

冠寓就携手知名建筑设计师俞挺，将徐汇区乐
山路 75 号的公共浴场改造为冠寓乐山路店，

融入商务商业、 体育休闲等多种城市功能，让
建筑焕发新的生命力。

沪苏龙湖的第三个改造项目预计将于明
年年底全面完成。作为上海南部科创中心的核
心区，闵行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扎实的产业
基础。沪苏龙湖与闵行区颛桥镇政府、闵行区
资产公司、颛桥镇黄二村签约，启动“蓝海引
擎”淡水河畔科创园项目（黄二村改造项目）转
型升级工程。 在剑川路与沪金高速的交界地，

通过“区、镇、村合作，品牌企业联动”的新路
径，探索城市更新和产城融合的新路径。

擅长用人性化视角赋予空间丰富服务场
景的龙湖，将原本零散的厂房改造为总建筑面
积约 4.5万平方米的现代高新智造园区， 通过
“功能区、服务区、运动区”的规划和改建，提升
园区整体品质，将园区打造为聚焦“智慧健康、

智慧信息、智能制造”三大产业的智慧产业科
技创新基地，承载优质企业的轻型生产、研发、

办公功能，助力闵行南部科创中心建设，树立
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服务标杆。

据悉，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闵行区的发
展带来三大积极效应：一是经济社会效益的提
升。正式运营后，预计将引入符合闵行区产业
发展定位的智能制造企业 50家，年产税可达 1

亿元，实现区级收入 3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3000余个；二是南部功能配套日趋完善。园区
以服务共享为设计理念，展示中心、运动场地、

公共绿地等配套设施将对外开放，切实服务周
边产业园区及闵行南部居民的工作和生活需
求；三是产业与科创加速融合。依托上海交大、

华东师大等邻近知名高校和国家级科研机构
等优质创新资源，提升新技术成果在本地的转
化率。

世茂物业焕新升级为“世茂服务”
世茂服务品牌焕新发布会日前在沪举

行，世茂物业正式焕新升级为“世茂服务”，

“美好生活智造者”全新品牌形象同时亮相，

并对外发布了行业首个针对 “用户生活服
务” 研发的生态系统———“Ocean X世茂深
蓝服务系统”， 将为世茂业主与用户带来品
质生活与智慧服务的升级体验。

世茂集团总裁许世坛表示，世茂物业作
为集团多元化业务重要板块之一，战略转型

升级为世茂服务后，将通过颠覆传统物业行业
发展路径， 实现管理规模和服务模式的突破，

助力集团业务发展。同时，世茂服务与科技行
业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将孵化“茂 YUE 岛”社
区教育、“世茂颐园” 社区健康等多个自主品
牌，赋予美好生活更丰富的内涵与情感体验。

截至今年 7月份，世茂服务全国 50余城、

160余项目，签约管理面积达 1亿平方米，为近
240万业主及用户提供生活服务。

约克郡光环购物公园对外亮相
近日，香港置地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与生活共

生长” 的招商发布会， 推出其全新商业地产项
目———重庆约克郡光环购物公园。这是继重庆长嘉
汇购物公园之后，该公司在西南地区打造的首个独
资商业地产项目。

据悉，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42万平方米，预计
明年四季度正式开业。 其中，17万平方米为购物中
心， 主要针对高级白领及年轻家庭；11万平方米为
甲级办公楼，7万平方米为室内外城市绿色公园。项
目所在的金州商圈， 地处重庆两江新区核心商务
区，地铁 5号线重光站（已开通）和 15号线轻轨（规
划中）无缝连接商场地库，交通便利畅达全城。

商场将采用全新的智慧商业系统，在安全与效
率上进行保障，如自动泊车智慧车库、智能客户服
务、云计算数据分析系统等，更好地构建未来之城
生活蓝图。

华为首个 5G社区落户中海臻如府
“伟大而立” 一平方公里城市岛发布会

暨首个 5G社区签约仪式， 日前在中海臻如
府城市展厅举行，真如副中心管委办、长征
镇、红旗村有关领导和中环集团、中海地产、

中国移动、 华为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中海臻如府的伟大启幕。

去年 10月， 中海地产联合中环集团及
长征镇以总价 93.99亿元取得普陀区红旗村
项目四宗地块。近一年后，这一跨时代的作

品已徐徐启幕。本次发布会上，中海与中国
移动和华为正式签属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中
海臻如府将打造成为全国首个 5G社区。

据悉，除住宅产品外，该项目还规划打
造约 30 万平方米的甲级办公楼 “中海中
心”、约 15 万平方米的环宇系购物中心“中
海环宇中心”、 约 1万平方米可容纳 800人
同时观赏的“中海大剧院”，沿苏州河畔还将
打造古银杏广场和古运河公园。

静安新地标博华广场盛大启幕
全球知名商业房地产公司汉斯精心打造的沪

上甲级办公楼地标———博华广场，日前举行了隆重
的开幕盛典，来自开发商汉斯集团、投资方 ADIA、

项目建筑设计方晋思公司、工程总承包上海建工集
团的高层领导共同见证了这一静安新地标的耀世
登场。

据悉， 该项目系轨交 13号线自然博物馆站上
盖物业， 由总高 60层的办公塔楼与 6层零售商场
部分组成， 仿若一座灯塔俯瞰整片自然博物馆区
域。该区域坐拥静安雕塑公园，集开放、绿色、生态
于一体，堪称是静安的“璀璨明珠”。

博华广场的设计和建设皆秉持高品质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成为沪上首批荣获 LEED铂金级认证
的商办项目之一。目前，办公楼部分已吸引世界 500

强的中资、外资企业进驻，包括金融、专业服务、医
药、技术行业等。商场部分提供一站式服务设施，主
打精致生活方式，第一太平戴维斯为项目的商业部
分提供招商代理及经营管理顾问服务。

华泾天街实景图

今日看点已有8件打磨成“准商品”，超半数设计作品半年内可实现销售

62万票选出“上海礼物”，体现爱国情怀、文旅融合个性化旅游商品受关注

中共一大会址建筑元素融入八音盒
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成为八
音盒的创意素材，

自然博物馆的“明星”狮子标本化身呆萌卡
通形象，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成为
戒指的创意灵感……昨天举行的第十四届
“老凤祥杯” 上海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颁奖典
礼上，一批体现爱国情怀、文旅深度融合的
个性化旅游商品亮相，其中亮点不少。

融合红色文化及海派文化
正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本届大赛中涌

现出不少带有红色文化、 民族大团结题材的
好作品。获设计类一等奖的海上砖·中国共产
党诞生地·红色八音盒，完美融合红色文化及
海派文化。海上砖创始人王钲说，八音盒所采
用的传统欧洲珐琅釉瓷砖生产工艺， 曾广泛
使用于上海的历史建筑中， 具有典型的新艺
术运动风格和装饰艺术风格。 经过市委宣传
部“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标志”正式授权后，设
计师将中共一大会址的建筑元素用珐琅釉面
砖的形式呈现， 兼具红色旅游商品的设计感
与市场观。不仅如此，八音盒的机芯音乐也被
设计为《国际歌》，巧思十足。

56个民族大团结联名纪念卡及精装卡

册获得设计组最受市场欢迎奖。这一主题画
作由著名画家戴敦邦创作，历时 15个月，栩
栩如生地表现了 56个民族大家庭的风貌神
韵。上海公共交通卡、上海都市旅游卡还与
戴敦邦合作， 将这 56幅画作第一次搬上交
通卡。

此外， 本次大赛中，“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 巧克力等多件红色文化题材的上海礼

物， 也获得评委和网友的
青睐。

非遗类商品加入角逐
今年是上海文旅深度

融合之年，一批体现文化元
素的产品颇为亮眼。其中上
海博物馆推出的“大克鼎项
链和三件套戒”荣获商品组
最佳理念创新奖。

央视《国家宝藏》综艺
节目热播后， 上海博物馆
“镇馆之宝” 大克鼎的知名
度更高了。设计团队从中获
得灵感，首饰纹饰取自大克
鼎腹部出现频率最高的波
曲纹，体现了古人对水波的
抽象演绎，具有灵动与韵律
之美。套戒则运用波曲纹优
美的线条， 缀以深蓝色宝

石，将古典的造型用现代材质呈现，十分精致。

今年， 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自带 IP的个
性化旅游商品爱萌礼盒。设计创意来自馆中的
标本明星———一只表情呆萌的狮子。设计团队
抓取狮子标本歪头、挤眼和微笑的特征，运用
夸张的手法创造出“萌狮”卡通形象。装满毛
巾、卡通袜子、创意电扇和文具的礼盒开启时，

会自动“狮吼”。礼盒还融合上海话、上海地标

建筑等元素。 独具匠心的 IP设计与上海文化
融合使旅游商品兼具时尚性、 实用性和话题
感。设计师黄慧毅说，他们计划让“萌狮”参与
动物保护公益活动，进一步提升 IP价值。

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非遗类旅游商品也
加入角逐，七宝皮影、上海土布、金山农民画等
元素作品，以精美旅游商品的形式跃入市民眼
帘，启发和引导更多设计师与市民游客关注本
土非遗文化。

今年作品市场成熟度最高
本次大赛共收到 2000 余件投稿作品，网

络投票 62万余张，最终评选出 14件设计类获
奖作品以及 19件商品类获奖作品。

设计作品如何转化成热门商品？ 对此，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大赛评审张心一点评，今年
的作品题材非常多，可谓百花齐放，也是市场
成熟度最高的一届。

据悉， 设计作品已有 8 件打磨成 “准商
品”，超半数设计作品在未来半年内可实现销
售。本次旅游商品大赛延续了专业和市场“双
导师”制，协助设计师与市场终端加强沟通。

2020年旅游商品流行趋势预测报告同步
发布。专家认为，体现爱国情怀、具有文创个性
的旅游商品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行市场。不
过专家特别指出，必须重视旅游商品的营销方
式，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新营销方式，比如虚拟
营销、口碑营销、社交营销等。

本市60余条线路1100辆公交车将进行安全升级

司机“打哈欠”，安全头枕提示“专心驾驶”
本报讯 （记者 李蕾）昨天早高峰时段，

巴士一公司 15路公交车如往常一样驶入衡
山路、天平路，“前方重点路段，谨慎驾驶”提
示音立刻在驾驶员章师傅耳边响起；车辆即
将停靠衡山路、高安路示范站时，“前方示范
站点，规范停靠”提示音又适时响起。

这些安全提示音来源于安装在公交车
驾驶座头枕里的小音响。 昨天起，15路所有
19辆车全部安装了这一智能预警系统，成为
本市首条率先试点推进安全行车、规范停站
提醒测试与应用的公交线路。久事公交集团
将在进博会前对 60 余条线路 1100 辆公交

车进行安全头枕加装。

记者看到，当司机张大嘴巴演示“打哈欠”

时， 设置在司机座位右前方的摄像头捕捉到，

座椅上的安全头枕很快发出声音：“请专心驾
驶！”巴士一公司 15路驾驶员王继林说：“及时
提醒，挺好的。”

目前， 久事公交集团已对 2000多辆公交
车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实时监控， 车辆进出场、

运营过程及停靠站等一一记录。巴士一公司副
总经理蒋红卫说，实时监控安装以来，行车安
全事故下降 60%。在此基础上，这次增加了语
音提示系统。公交车辆安装驾驶行为分析预警

系统后，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驾驶员面部动
作、驾驶行为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系统发现不
规范操作和驾驶行为，及时推送至营运线路调
度室、公交车队监控中心，调度员、监控人员进
行甄别确认后，会通过驾驶座安全头枕里的音
响发出“请注意安全”“请规范操作”“请专心驾
驶”等语音示警。

目前，线路上推行的安全提醒主要应用于
三方面：营运车辆停靠示范站点时进行规范停
站提醒；营运车辆进入相关重要路段、重要路
口、重要站点时进行安全提醒；营运车辆进入
路口超速时进行安全提醒。

■本报记者

裘雯涵

设计类一等奖作品红色八音盒。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