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易│周辰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不仅仅是“风向标”，也将成为业界瞩目的“里程碑”

———访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院长孔达达

从 2012 年至今，上海的艺术品交易以每年 9%-17%的增长率领跑全国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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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上海购物”旅游专线发布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金秋购物旅游季商旅文联动

专线启动仪式，昨晚在浦东新区佛罗伦萨小镇举行。浦东新区

“浦东品质 购享生活”商旅文联动活动同时发布。

为加强“上海购物”品牌全球营销推广，市商务委发布了

“上海购物”App，并联合市文化旅游局推出名品、名牌、名店、

名街系列购物旅游专线，线上线下联动，面向国内外游客，打

造八条融合购物、旅游、文化消费目的地的精彩线路，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商旅文联动专线。 八条专线分别是老

字号专线、首店旗舰店专线、夜上海专线、特色商街专线、商业

地标专线、特色餐饮专线、奥特莱斯专线、离境退税专线。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副市长陈通出席启

动仪式。

这几天 ，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官宣下月举办的消息刷了屏 ， 上海文化艺术

品研究院院长孔达达感到格外振奋 。 “从

2012 年至今， 上海的艺术品交易以每年 9%-

17%的增长率领跑全国， 很了不起。” 孔达达

昨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 。 这一数据 ，

是基于严谨的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 趋势意味

着 ， 迈向下一个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

上海指日可待。

孔达达可以说是上海艺术品交易发展的重

要推动者与见证人———近十年前， 他创办上海

文化艺术品研究院， 直接为徐汇滨江， 即今天

的上海西岸集聚文化艺术产业提供智力支撑，

多年来以全球视野的行业调查、 大数据分析建

立起信誉度。 在他看来，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

品交易月的举办意味深长， 或许不仅仅成为风

向标， 也将成为里程碑。 他指出： “今年以来

的疫情对艺术品交易的方向产生了不小的触

动， 很多交易转战网络平台。 更多人在电子终

端就能浏览到更多艺术品 ， 这固然是一件好

事， 但艺术品交易也有其独特的属性、 模式，

它强调面对面的观看、 交流， 尤其对于那些比

较昂贵的艺术品。 中国抗疫率先取得的胜利，

给了上海抓住产业新窗口期的机会， 促成线下

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 聚集全球目光。”

构建 “全周期 ”服务与
“全要素”生态，上海的坚实
步履已迈开

宜山路上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 藏着上海

文化艺术品研究院。 就在这里， 孔达达和记者

畅谈了他的思考与期许。 在他看来， 上海成为

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基础条件已经齐

备。 他也从近年来的大数据中发现， 上海的艺

术品交易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 “这里的艺博

会、 画廊特别活跃； 这里的藏家偏好小写意、 工

笔等人文气息浓郁的艺术品， 或是国际化的当代

艺术作品。”

艺术品交易的发展起伏， 与社会的经济环境

相关， 回应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之需求。 而在这

一点上， 上海乃至长三角优势明显。 孔达达告诉

记者， 长三角地区的艺术品收藏占全国的半壁江

山。 这与长三角地区相对优渥的经济环境、 人与

人之间雅集交流的历史传统、 对人文艺术领域的

敏感度无不关联。 上海的开放度与国际化， 更是

全球领先， 在城市建设、 技术创新、 金融服务、

区域辐射等方面的雄厚基础都是对艺术品交易的

助动力。

孔达达特别指出， 近年来， 上海在构建艺术

品交易 “全周期” 服务与 “全要素” 生态方面，

来自政府?面的支持尤为给力 。 “上海出台的

‘文创 50 条’ 对打造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很多

方面都有详细的指导方针； 艺术品交易的便捷服

务与政策创新在上海西岸与自贸区都已形成集聚

态势， 涵盖审批、 通关、 外汇结算、 财税申报、

补贴、 仓储、 物流等多项。” 他坦言上海在艺术

品交易方面的探索走在很前头。 仅以基础配套中

的艺术品仓储领域为例， 外高桥和西岸都有艺术

品保税仓库， 上海中心有世界级专业第三方私人

保管箱服务 “宝库 1 号”， 黄浦滨江有 “中福保

管箱保管库 1 号 ”。 而聚焦艺术品交易的一些

“老大难” 问题， 如降低艺术机构准入门槛、 减

免相关税费等， 一系列政策也正在探索中。

将艺术品的门道研究透
了 ，向大众讲明白了 ，成交的
转化率实实在在

对于下月启幕的艺术品交易月， 孔达达表示

期待， 却也给出了这样的提醒： 交易月以及形形

色色的艺博会不应只满足于搭台、 招商， 更需要

形成专业领域的引导意识， 促成交易的可持续发

展。 具有自我供血系统的艺术品交易， 才更有生

命力。

“两幅同期拍卖的毕加索画作 ， 尺幅 、 题

材 、 创作时间段都差不多 ， 为什么一张卖了

2000 万美金， 一张只卖了 500 万美金？ 这其中

有偶然的原因 ， 但更有一些必然的要素值得研

究。 这是画家当时的精品还是应付之作 ？ 是原

创题材的第一张还是此前画过类似的几张 ？ 很

多要素都将影响艺术品交易的结果。” 孔达达指

出， 艺术品作为非标准化商品 ， 它的买卖有颇

多与其属性相关的专业门道可言 。 将这些门道

研究透了 ， 向大众讲明白了 ， 成交的转化率是

实实在在的。

对此， 孔达达认为不妨对标世界顶级艺术交

易展会、 机构———这些年， 他和他的上海文化艺

术品研究院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便是将欧美诸

多艺术交易信息以及做法加以引介、 梳理。 “像

巴塞尔艺博会就有客源群梳理， 专业人士多少，

收藏家多少， 喜欢架上绘画的有多少， 喜欢装置

的有多少， 一目了然， 进而能够针对不同的细分

客源， 向他们精准推送作品。 而对于艺博会上出

现的每一件作品， 不仅前期进行筛选， 其艺术价

值、 出版著录、 成交历史等诸多信息也都将得到

尽可能详细的呈现。” 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画廊

业。 “一些口碑不错的欧美画廊， 可能代理的画

家就那么三四个， 数量极少， 但都是精心筛选出

来的。 它们对于每一位代理画家都非常了解， 花

了大量精力对其培育、 推介， 摸清其成长过程、

发展规律、 艺术风格、 语言体系， 在评价当中还

会与其他一些艺术家进行比对， 然后把这些信息

明明白白地提供给买家。”

除了交易平台可以有所为， 孔达达坦言， 承

担起大众美育功能的艺术展览也不妨在专业度上

多花些心思 。 “一张画好在哪儿 ？ 它的创作理

念、 源头等等都是什么？ 把这些向公众说透了，

是对艺术家作品的二次创作， 也是在无形之中培

养潜在的藏家。” 在他看来， 艺术品交易的健康

发展， 应该是细水长流、 水到渠成的过程， 有大

众审美的基础作为支撑。 而这也不妨成为上海艺

术品交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方向。

对艺术品交易的探索，上海走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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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达达近照。 （资料照片）

上海正在西岸着力打造的代表艺术品产业高地的上海新地标———“西岸艺岛ART Tower”。

（效果图/西岸供图）

200名市民游客“微游上海”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昨天上午，2020 年上海旅游

节系列主题活动———“发现更多， 体验更多”2020 微游上海，

在徐汇、静安、黄浦 3 个区联动举行。当天，来自长三角一市三

省的 200 名游客成为今年上海旅游节申城首批“漫游者”。 他

们从徐家汇出发漫步至外滩，走过梧桐掩映的街道，发现、体

验更多上海的美，整个活动历时一天。

据市文化旅游局介绍，此次“微游上海”全程约 12 公里，

途经徐汇、静安、黄浦 3 个区，将沿途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所在

点串线形成条，既展示了丰富的建筑历史文化资源，又整合推

广中心点辐射区域的文、商、旅资源。

“这个活动非常热门，去年我们没有抢到票，今年又因为

疫情的原因在家里闷了好几个月， 所以我们很早就在关注报

名信息。”身着专业徒步装备的郑阿姨和双胞胎妹妹已经是第

二次报名参加“微游上海”活动，从小出生在徐家汇的姐妹俩

对“微游上海”理念赞不绝口。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办方与春秋旅游、游侠客、中旅上海、

猫不停文化等优质旅行社和文化企业开展合作， 在常规线路

的基础上，选取 3 个区的部分线路进行横向拓展，开辟了 9 条

优惠收费深度游产品路线。

看大戏、逛马路、游上海，金秋购物旅游季启动
上海旅游节一批融合商旅文特色专线受到市民游客欢迎

商旅文融合创新，为“上海购物”“上海

文化”增添无穷想象力。 2020 年上海旅游

节主题系列活动———上海金秋购物旅游季

昨天启动。购物专线、夜上海、特色商街、首

店旗舰店、 老字号等数百条各类商旅文联

动主题游线路、产品、活动发布，将一直延

续到明年春节，带动“吃、住、行、游、购、娱”

综合消费蓬勃发展， 进一步激活金秋消费

市场。

在上海 3A 级以上景区名单中， 有 20

家为结合商业性质的旅游景区， 其中 4A

级景区有 13 家， 包括奕欧来奥特莱斯景

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杜莎夫人蜡像馆、金

茂大厦 88 ?观光厅、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

光厅、上海之巅观光厅、朱家角古镇、枫泾古

镇等。

在今年上海旅游节发布的 102 条精品线

路和产品中， 一批融合商旅文特色的专线受

到市民游客的欢迎。其中，“打卡上海之巅，感

悟申城情怀”线路串联上海中心大厦、东方明

珠广播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

等商旅文地标， 堪称上海经典之旅；“永恒梦

想之地，唤醒童真之旅”线路聚焦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 游客可一次性游览奕欧来购物广

场和迪士尼乐园；“米其林必吃榜 吃货饕餮

之旅”囊括沪上米其林星级餐厅，艾利爵士餐

厅、南麓·浙里、成隆行蟹王府、新荣记等美食

令人神往；“玩转不眠夜 越夜越精彩”集合安

义夜巷、BFC 外滩枫径夜市、大世界演艺夜市

等时尚夜市， 诠释上海夜间经济；“十里南京

路 欢乐常聚焦”“首创首发首选 梧桐树下潮

店多”“臻选品质生活 享受惬意时光”“时代

新力量 潮玩聚居地”等线路以南京路、淮海

路、五角场等上海知名商圈为目的地，为市民

游客提供商旅文活动地图。

今年上海旅游节，沪上知名商圈、品牌、

商户踊跃参与， 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联动相

继推出。 贯穿国庆黄金周的“天地餐厅周”联

合上海新天地美食派对季、 虹桥天地 100 个

后备箱市集、 瑞虹天地月光部落天地美食市

集等美食社交“地标”，为市民游客呈现创新

而惊喜的“美食+”新体验；近日开业的上海南

翔印象城 MEGA 目前三大重磅主题 IP 活动

齐聚，开业季期间还推出多样化的跨界、主题

体验活动，开心麻花剧场、弹力猩球运动中心

等华东首店和创新业态， 已成为消费者的打

卡目的地。

即日起至 10 月 8 日，演艺大世界携名家

名团推出 51 部 216 场演出剧目，联动名街名

店名牌， 推出五条商旅文体验路线：“流连音

乐剧，魔都达人爱美食”“夜游上海滩，书香满

溢赏爵士”“寻觅老字号， 国粹大美听戏曲”

“行走淮海路， 醉美梧桐脱口秀”“打卡南京

路，老剧院里新魅影”。

长三角交通文旅实现“同城待遇”

沪苏浙皖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四大城市

灯景在世纪公园“亮闪闪”登场，20 余家企

业带来网红食品夜市。 昨晚，2020 年上海

旅游节系列活动 “衡山之夜—相约世纪公

园”启动。

9 月 12 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

市三省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上海共同

发起成立“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四地将

携手打造文旅区域共同体，在交通出行、旅

游观光、 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 “同城待

遇”，从“好邻居”变成“一家人”，也为国庆黄

金周文化旅游行业恢复夯实基础。

现场除了南京、苏州、南通、大丰等四座

城市的灯景之外，光明乳业 、上好佳 、清美 、

旺旺 、上药神象 、禾煜 、第一食品 、老大同 、

枫泾丁蹄 、阿妙 、宜芝多 、拾六盏等 20 余家

企业组成夜市 ，集中展示上海食品精品 、爆

品、网红产品，彰显亮丽风采。

4 ?城市

灯景同时在世

纪公园登场。

本报记者

何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