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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七天上海线上线下消费总额：765.88亿元！
商业新地标领跑，线下消费回流明显

在消费新地标和老牌商街商圈双重带动下，上海今年国庆消

费市场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特点。来自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

海） 的监测显示， 国庆七天长假， 全市线上线下消费总额达到

765.88亿元，同比2020年增长16.0%，同比2019年也增长12.8%，线

下消费回流明显，勇立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潮头”。

线下消费金额同比2019年增长11.2%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天气晴好，消费者在线下实体商业中充

分感受着国庆节的浓郁氛围，线下消费回流趋势较为明显。消费

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测显示，长假七天，上海线下消费金

额达511.02亿元 ， 同比2020年增长23.4%， 同比2019年增长

11.2%。本市监测的36个商圈中，消费金额排名前三的商圈分别

为南京西路、南京东路和陆家嘴。

随着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更新，上海依旧是吸引

全国消费者的“购物天堂”。国庆长假期间，本市外来消费次数高

达1247.6万人次，发生消费金额为127.7亿元，较2020年分别同比

增长12.7%和10.1%，占全市线下消费比重约25.0%。长三角地区

来沪消费占外来消费比重较高，江苏、浙江、安徽消费人次分别

达到267.4万、121.6万和105.2万，位居前三。

市商务委抽样调查的2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数据显示，今年

国庆假期实现销售额57.7亿元，同比2020年增长9.7%，同比2019

年增长13.1%。其中，上海环球港、嘉定印象城、港汇恒隆、合生

汇、大华虎城、宝山万达、静安大融城、长泰广场、尚嘉中心等销

售额同比增长两位数以上。

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假期本市线上消费金额254.9亿元，同

比2020年增长3.5%，同比2019年增长16.2%。

消费新地标带动眼球效应

今年， 沪上一大批消费新地标相继开业：9月前后脚开业的

瑞虹天地太阳宫、前滩太古里等消费新地标领跑；同样在国庆前

夕开业的全球最大山姆会员旗舰店， 销售额环比节前一周提高

38.6%；外滩中央、绿地外滩等项目节前抢先开张，推出首个意

大利乐活节，欣赏意大利艺术作品、逛逛意大利市集、看看意大

利表演，带来全新社交体验。与此同时，佛罗伦萨小镇二期营业，

新增110家品牌商铺，成为购物“半日游”打卡地标，七天销售额

环比节前提高2.3倍。

今年国庆长假， 浓浓的国潮风成为沪上各大商场的一大特

色。虹桥文化地标———玻璃宫艺术书局开启“当燃国潮节”，挑高

26米“玻璃盒子”为中心，奉上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国潮展；松江

万达推出“国潮文化节”，集结众多国货发售新品，七天销售额合

计同比去年增长26.7%；青浦首位奥特莱斯举办“国风莱潮”主

题活动，推出汉服集会、古典演绎、传统手作、国风巡游等活动，

节日客流量环比节前一周提高超过50%。

会商旅文跨界融合“加速”

首展、首店、首秀不断档，是今年国庆假期的另一大亮点。在

陆家嘴商圈，新品首发地标上海国金中心在节日期间的销售额同

比增长20%以上。在南京路上，世茂广场齐聚“PRAYTY朴荔”全球

美妆集合店等10多家新锐潮流品牌新店、首店；进博集市推出一

批“进博同款”，七天销售额达238万元，环比节前一周提高1.6倍；

新世界城、大丸百货等消费地标魅力依旧，节日销售额近亿元。

各商业企业也结合各自特色，组织各类营销活动，加速会商

旅文跨界联动。静安大悦城集聚迪士尼TSUM TSUM装可爱中国

大陆首展，藏克、MIND style潮玩主题快闪，推出限量款盲盒，吸

引力十足；上海苏宁易购到店客流及成交额均创新高，整体客流

大幅度增长超170%；青浦万达茂推出青浦首届生态农业产品大

秀，打造青浦金秋丰收节；嘉定西云楼举办非遗文化集市，打造

沉浸式“海派水韵—江南古风”场景，节日销售额环比节前一周

提高26.8%。

高速出行：“出发早返程早”
铁路上海站昨迎返程客流高峰，到达旅客安全快速疏散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是今年国庆长假的最后

一天。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指挥中心获悉， 全市高速公路

网仅有 2 个路段缓行， 其他都通行正常。 截至昨天 16 时，

本市高速公路 G15 浙江方向 1265K （北环立交 ） 缓行 6

公里； G40 市区方向 29K-27K （长江隧道） 缓行 2 公里。

其他出、 入省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上海市交通委指挥中心值班人员告诉记者， 从昨天早

上开始， 全市高速公路除个别路段出现缓行外， 基本处于

通畅状态， “这主要和公众的错峰出行有关， 估计长假的

高速返程高峰已经过去”。

今年国庆长假，本市高速公路出行呈现“出发早、返程

早”的特点：从 9 月 30 日上午开始，本市高速路多个路段出

现拥堵或缓行；从 10 月 3 日起，本市高速路就迎来了第一

波返程高峰，造成长江隧桥市区方向等路段长时间缓行，这

个现象一直维持到 10 月 6 日深夜。

铁路上海站昨天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当日到达旅客

53 万人次， 其中上海站到达 15.8 万人次、 上海南站到达

6.2 万人次、 上海虹桥站到达 31 万人次。 为了做好返程大

客流运输， 上海三大火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 为已购买车

票旅客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此外， 还发挥交通枢纽优

势， 加强与在地政府和地铁、 公交等部门沟通联系， 确保

到达旅客安全快速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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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史上最热”国庆假期
申城节后迎“天气大反转”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刚刚过去的

“十一”小长假，成了“史上最热”国庆假

期。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10

月 1 日至 10 月 6 日，申城连续“晴热”了

6 天，最高气温始终稳居 30℃以上，一举

摘下 1949 年以来“最热国庆假期”桂冠。

但这难得一遇的“高温”天气终究要偃旗

息鼓了，以昨天的一场降雨为信号，节后

申城天气将迎来大反转。

气象资料显示， 自 1949 年以来，上

海国庆假期仅有 11 年出现过 30℃以上

的日最高气温；今年国庆长假，申城持续

出现 6 天 30℃以上的日最高气温，以“绝

对实力”坐实了“史上最热”国庆假期。

然而，昨天凌晨起，申城各地出现的

零散降水已吹响了节后晴热不再、 降温

登场的号角。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测，

今明两天申城受较弱冷空气影响， 以多

云天气为主，偶有短时阵雨叨扰，今天午

后雨势将有所增强， 转为阴有阵雨或雷

雨天气，但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可达

30℃至 31℃。

不过，这也是“高温”最后的倔强了。

根据预测， 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将从

后天起影响上海， 会带来偏北大风并导

致气温骤降； 周日之后， 申城将北风不

停， 最高气温也将被压制到 25℃左右，

且再难出现反弹，再加上云系较多，伴随

弱降水出现，离入秋更近了一步。

气象资料显示，上海常年平均在 10

月 2 日入秋，今年虽已迟到，但按照气象

学意义上的入秋标准 （立秋后连续 5 天

日平均气温小于 22℃）， 本周日起本市

入秋脚步将明显加快。

核酸采样迎小高峰，上海部分医院不打烊
市民可通过“随申办”等查找最近核酸检测点，错峰采样减少聚集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今天是国庆

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 不少市民需要带

着核酸检测报告返工。昨天，申城部分核

酸检测点就迎来了“小高峰”。为此，不少

医疗机构延长了核酸检测时间。 上海市

卫健委提醒，市民可通过“随申办”“健康

云”等App、小程序查找离自己最近的核

酸检测点，合理、错峰选择采样点与采样

时段，减少聚集。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核酸检测

点，国庆长假过半后，这里就已迎来一波

小高峰，需住院的患者、返程返工的游客

等是采样主要群体。院方预估，步入国庆

假期后半程， 更多市民会有核酸检测的

需求，因此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应对工作。

当前， 华山医院核酸检测能力已大幅提

高，一天可做1.5万份单管测试。

从10月5日起，闵行区的16家公立医

疗机构核酸采样点已恢复正常开放。位

于瑞丽路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位于

莘凌路的闵行区中心医院均是周一至周

日全开， 市民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

或闵行捷医App在线预约， 减少线上等

候时间。

这个国庆长假里， 不少医疗机构核

酸检测“不打烊”，普陀区中心医院的核

酸检测服务维持一天14小时的 “超长待

机”， 采样工作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10

点。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 （东院 ），核酸检测也是 “天天开放 ”。

“考虑到有急诊患者， 要马上收治入院

的，所以我们的核酸检测365天不打烊。”

仁济医院门办主任张斌渊告诉记者，市

民 “愿检尽检 ”，按照门诊时段 “早八晚

四”可做核酸检测，而夜间采样窗口主要

面向夜急诊患者。

即便假期出游返程晚归， 市民也不

必为测核酸而烦恼。在上海，已有24小时

核酸检测机构。 位于甘河路的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便是其

中之一，24小时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检测

后4-6小时能出结果。

昨天是假日最后一天， 虽是细雨蒙

蒙， 但岳阳医院检测点有不少拖着行李

箱而来的返沪市民 。 记者在采访中获

悉， 早在10月6日， 该院单管核酸检测

量已接近4000人次。 院方提醒， 市民可

通过岳阳医院官方公众号在线申请核酸

检测， 不方便操作手机的市民也可选择

现场核酸检测自助机进行一站式快捷挂

号、 缴费。

为满足假期后半程增加的核酸采样

需求， 上海市中医医院芷江中路总院院

区10月6-8日开通24小时核酸采样服

务，随到随做。此外，市民如有加急需求，

可前往上海市张衡路180号上海宝藤医

学检验所， 该机构的服务时间为7:00-

22:00，常规核酸检测60元/人次，6小时出

报告； 加急核酸检测200元/人次，7:00-

20:00采样，3小时后可查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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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国庆黄金周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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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辰）记者昨天从市公安

局获悉，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本市公安部

门持续启动社会面防控高等级勤务， 全力确

保全市社会安全稳定、 治安秩序良好和市民

出行安全。其间，全市报警类 110 警情同比下

降 10.3%，未发生有影响的重大刑事、治安案

件和交通、火灾事故。

在加大社会面防控警力投放的基础上，

公安机关坚持科学用警、精准布防，强化在城

市地标、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的巡

逻守护，加强公安武警联勤联动、联防联控，

全面强化显性用警、动态布防。

今年国庆长假， 本市无千人以上大型活

动，针对前滩太古里商场、迪士尼乐园、小陆

家嘴、豫园、上海动物园等热门商区和景区景

点，公安部门严格按照“一活动一案”“一点一

方案”要求，加强风险评估，落实疫情防控、秩

序维护和人流管控等措施， 确保各项活动安

全有序， 有效应对了国庆节当晚外滩区域大

客流， 同时每日在苏州河滨河步道华政段加

强警力部署，强化疏导管控，有力确保了现场

平稳有序。

节日期间，针对长假出行、返程高峰，全

市交警部门在重点区域和出入市境道口持续

启动交通组织高等级勤务。在易拥堵节点、路

段以及热门景区周边，落实常态值守、远端分

流、秩序维护、快速处置、应急响应等措施，始

终确保市内交通常态“泛绿”，景区景点周边

道路“微循环”持续畅通。 在 G2 京沪、G15 沈

海、G40 沪陕、G50 沪渝等高速易拥堵路段和

主线收费站满岗满员执勤， 强化指挥疏导和

应急处置，确保通行有序。重点围绕 G40 沪陕

高速崇启通道，采取主线分段控流、周边道路

蓄车、事故快处快撤等措施，确保整体通行安

全、可控。 节日期间，全市出入市境道口车流

量同比上升 2.3%，崇启通道同比上升 3.4%。

上海口岸通关平稳有序顺畅
确保疫情防控和通关保障“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何易）这个国庆黄金周，驻守上海口岸的

移民管理警察始终坚守岗位， 坚决把好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第一关，确保疫情防控和通关保障“两不误”。记者昨天从上

海边检总站获悉，国庆长假期间，上海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

员 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7.94%。 其中，入境 2.1 万人次，同

比减少 7.08%；出境 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8%。 查验交

通运输工具 0.2 万架次， 同比增长 4.8%。

自 9 月 29 日零时起， 浦东机场国际航班转场 “并楼”

运行。 T2 航站楼在国庆期间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日均

出入境航班近 30 架次， 出入境人员超 4000 人次。 为有效

化解客流高峰下疫情防控和旅客通关压力， 上海机场边检

站启动 “7 天集中封闭执勤＋7 天集中隔离观察＋7 天居家

健康观察” 闭环勤务模式， 同时加强与口岸联防联控单

位、 航空公司的联系， 采取分区查验、 间隔候检等措施加

大引流分流， 保障通关安全顺畅。 据统计， 国庆长假期

间， 上海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客货运航班 1400 余架次，

出入境人员 3.5 万余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8.4%。

国庆期间， 沪上节日氛围浓厚。 上海边检机关通过靠

前服务， 为载运进口粮油、 液化天然气等民生物资的国际

航行船舶不断压缩通关时间 ， 实现快速接卸 。 以洋山

LNG （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为例， 目前上海小洋山岛 LNG

供气量占全市用气量的 50%以上， 高峰期间占 65%， 已

成为上海市主力气源和天然气供应保障的 “生命线”。

10 月 4 日， 马耳他籍 “运输者力量” 号 LNG 运输船

靠泊洋山港， 洋山边检站提前通过上海单一窗口边检许可

服务平台， 做好船舶和人员的预检工作， 船舶到港后， 仅

用不到 1 小时就为其办结了边检通关手续， 确保 9500 万

余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快速接卸， 保障沪上居民用气需求。

从网上办理到 “一站式” 查验， 长假期间上海边检机

关在上海海港口岸共查验出入境 （港） 船舶 670 余艘次，

出入境人员 7760 余人次。

治
安

近日， 前滩太古里等一大批沪上消费新地标相继开业。 前滩太古里汇聚了高端零售、 时尚潮流、 餐饮娱乐、 生

活健康、 文化艺术等逾 200 家商铺， 国庆期间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交
通

口
岸

爱党爱国的强烈共情点燃电影国庆档（上接第一版）

饶曙光将 《长津湖 》 放置在世界

战争类型片的版图中比较 ： 几乎全实

景拍摄 、 超百公里战役战术设计 、 可

观的投资规模等， 技术层面的制作不仅

创中国影史纪录， 也堪比好莱坞大片。

“但影片中饱含着中国人对待战争、 和

平的态度， 对土地与家国的深情， 对战

友亲如手足的情感等， 这些完全属于中

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却是好莱坞大片无

法抵达的。” 他认为， 影片摆脱了战争

片容易 “见事不见人” 的叙事困境， 塑

造出了伍千里 、 伍万里 、 雷睢生 、 梅

生、 余从戎、 平河、 谈子为等一群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 而生动的人可以承载

影片价值内核的输出。 以片中两句典型

台词为例， 千里对万里说： “有的枪必

须开， 有的可以不开。” 这表达了中国

人对战争的思考， 是一种以战止战、 祈

愿和平的思想 ； “这一仗如果我们不

打，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这句台

词则在今天的宏观语境中具有极强的情

感杀伤力。

同样， 《我和我的父辈》 里四个以

小见大的故事， 也密切关联着新中国发

展的筚路蓝缕， 紧紧牵系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世界。 正因为此， 两部主旋律大片

的观众里不仅有影院常客， 还有不少八

九十岁的爷爷奶奶。 能勾连几代观众的

情感， 这是中国电影与中国人民的血脉

相连。

在党和国家的奋斗史
中，年轻人感悟“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

这些天，微博、朋友圈、抖音等各个

社交平台都被长津湖的真实历史刷了

屏，挖掘、求索更多历史细节成为无数观

众在《长津湖》观影后的必修课。在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假期里迎来了一波

又一波年轻人， 他们带着鲜花来祭奠先

烈 ，还带来了 “歼-15”战斗机模型和几

张 “歼-20”的照片 。照片背后写着 ：“我

们有了先进战机、强大空军。”邱少云、黄

继光、杨连弟烈士墓前的花丛里，也摆放

着中国航母和国产先进战机的照片。

如果说《长津湖》以一场战役的局部

折射抗美援朝战争的全部，那么《我和我

的父辈》里冀中骑兵团、第一代航天人、

改革开放弄潮儿、 新时代科技少年等父

辈与吾辈的故事， 则是以情感与传承的

片段勾勒出党和国家的奋斗史。 国庆假

期，冀中骑兵团的战斗高光，中国打破外

国技术封锁和垄断、 开创航天史新纪元

的历史时刻， 也随着电影取得的社会效

应不断发酵。

盛世强军，如你所愿；盛世中华，如

你所愿———类似的话， 在电影与现实之

间反复形成合围， 不断推高爱国主义情

绪与民族自豪感。

《长津湖》里有个镜头语言被许多专

家、影评人提起。车门打开，疾驰而过的

火车背后，万里长城巍峨蜿蜒。在张德祥

看来， 长城是融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一

种意象，“上世纪50年代， 千千万万的年

轻人在祖国一声号召下， 便跨过鸭绿江

保家卫国，用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如

电影所示，包括毛岸英在内，许多人的生

命永远留在了他乡，‘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山’，他们化作长城上的青

砖，永远守卫着家国”。而大银幕下，今天

的年轻人会跟随伍万里的视角， 触摸到

先辈的爱国情怀、坚韧不屈、牺牲精神。

饶曙光也提到，如果把《上甘岭》《英雄

儿女》等片与《长津湖》放到同一个抗美援

朝题材的创作谱系中，人们不难发现，除了

视听层面的不断升级， 电影与观众间的互

动也在迭代。曾经，人们为“向我开炮”的牺

牲精神泪流满面；而今，年轻一代不仅致敬

英雄前辈的浴血奋战， 还更真切感受到先

辈们“为了下一代不受硝烟苦、千万里奔赴

战场” 的牺牲与奉献。“在这样的积极互动

下，年轻观众能感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并由衷表示吾辈当自强。”

专家们一致认为， 国庆档的主旋律影

片充分诠释了 “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

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以史诗般的

文艺作品来为时代明德， 则是这一代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