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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五五购物节”发令枪响，百联集团启动“魔都激浪 ·百联cool夏潮流节”——

酷夏潮流盛宴助力上海燃动消费热情

试水元宇宙新玩
法，科技驱动场域叠加
的无限可能

点燃“魔都激浪 · 百联cool夏潮流

节”的第一把火，是元宇宙新玩法。这

从元宇宙启动仪式就可见端倪：与会者

带上虚拟现实（VR）眼镜就能穿越现实

空间，以标识身份的元宇宙形象参与互

动，IP形象代表“联联”的NFT数字藏品

也在现场揭开面纱。

元宇宙在商业领域的试水，代表着

商业的无限可能。百联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永明表示，作为上海商业领头

企业，百联始终积极探索能够撬动未来

商业发展的全新契机，“作为现实世界和

虚拟世界的连接，‘元宇宙’为商业打开

了全新的路径，在系列营销中，百联也在

探索和品牌、消费者全新的链接方式，通

过全新的表达方式激活潜在流量、丰富

消费体验，吸引更多年轻的消费者。”

从“元宇宙”开始，百联将探索从“场

景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型，这也是一

场有关商业的“人的链接”的迭代、重组

与升维。

事实上，元宇宙的尝试不仅出现在

启动仪式上，也呈现在此后的活动中，通

过前瞻科技赋能线下实体商业，用线下

商业作为载体进行场域叠加，实现脱虚

向实、虚实结合的运营模式。比如，好美

家将在门店和数字终端进行智能场景化

VR互动体验，实现一户一图、AI识别

空间、智能匹配设计方案等数字化操

作。后续还将运用VR技术创造身临

其境的沉浸式环境，利用虚拟直播、虚

拟人、远程同屏及流媒体服务重塑智

能空间认知平台，为消费者带来数字

居家的舒适体验。

百联的商业业态在元宇宙中的尝试

更早。百联股份副总经理徐凌玲介绍，4

月初，百联TX淮海就已宣布推出“TX

年轻力元宇宙（TXMetaverse）”，成为国

内首个开启元宇宙空间的线下实体商业

综合体，不仅把商业体的形象展现在元

宇宙中，也把现实中无法呈现的内容做

了叠加。

8月15日至21日，百联汽车则将开

展多业态直播周，包括热销新车品鉴、二

手车导购与实用知识、车辆隐藏功能介

绍、售后实用保养知识、高性价比售后保

养产品推荐等内容，细节展示、专业讲

述，开拓直播营销新赛道。

捕捉疫后新趋势，
有针对性地激发消费
热情

百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濮韶华

介绍，7月28日至8月30日活动期间，百

联携旗下联华、百联股份、第一医药、三

联、逸刻、百联汽车、好美家等全国4000

多家零售网点，及i百联线上平台，融合

场景和数字，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全方位

的美好生活体验。

过去几个月，上海经历了一场大上

海保卫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变化，

亦有一些新的消费趋势“破土而出”。纵

观这些活动，不少活动是百联集团根据

消费趋势的变化而做出的策划，更有针

对性地激发消费热情。

比如，受疫情影响，消费者普遍将安

全库存的阈值提高了。联华股份总经理

种晓兵举了个例子，代表宅家消费的预

制菜销量猛增，预制菜在大卖场的销量

都翻了一番，周末可能会翻两番甚至更

多，因此联华股份在这方面做了相应的

准备。针对消费者“吃得更好”的需求，8

月 初 到 9月

底，联华还将

启动“进口嗨

购节”，进口啤

酒 、牛 奶 、冰

品、饮料等商

品线上线下同

步销售，为市

民送上高品质

饕餮盛宴。

事实上，

在上海全面恢

复生产生活秩

序的六月，百联的零售数据一路回暖，6

月，集团实现商品销售同比增长3.64%，

其中上海区实现销售增长10.05%，跑赢

了全国大盘。这其中，一些品类已率先

回暖，化妆品品类表现最为亮眼。

为此，7月28日至8月28日，百联

股份首次携手国际美妆品牌迪奥在旗

下百货、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三大主

力业态的39家商场重磅打造“激浪花

YOUNG”超级品牌月；i百联X Dior超

级品牌月也将同步进行，多重让利活

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启，推出特别款产

品以及多套主打爆款商品组合，涵盖

多款热门唇膏、精华、香水商品，并且

有超值买赠活动。

社区团购是疫情中突围的消费新赛

道，疫情后，中心化的社区团购逐渐转向

个性化模式。据悉，各业态也会在原有

活动基础上加大社群营销力度，加入社

群可获得专享礼遇。第一医药将于8月

1日-31日对疫情期间在药到家有过消

费的用户定向发放0元套券，以电子券

派送福利，包括品牌洗护、拜耳VC咀嚼

片、联联款呼吸贴等。同时，社群将定期

开展慢病科普云讲座，联动欧加隆、默克

等外资药企、将名医邀请至线上开展疾

病科普云课堂。

针对健康消费的大趋势，逸刻自有

品牌逸匠将推出系列新品，如“健康低

卡”的藜麦饭、度假风味的海南鸡饭便当

等等，并将以“店中店”形式入驻世纪联

华。逸刻总经理赵陈斌表示，希望通过

跨界合作，扩大消费者触点范围，为消费

者带来高性价比的便捷体验。

引 领 品 质 潮 经
济：使上海成为消费
引领地

作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露营无疑

是今年最火爆的大众化户外休闲方式之

一，并从郊野露营逐渐延伸至城市精致

露营。在“魔都激浪 · 百联cool夏潮流

节”中，露营也成为一大主题焦点。解锁

夜经济，百联集团将在8月中下旬举办

“百联之夜”，依托世博源区位优势，结合

主题市集、展览演出等，打造丰富的沉浸

式夜生活消费体验。

百联股份已开启系列“夏日非凡

派对”，将在市内商场和市郊奥莱举

办主题露营活动，同时把艺术展览引

入商业体，打造多术生活空间，提供

趣味消夏方式。百联股份总经理张

申羽表示，要让商场成为满足消费者

精神追求、情感体验、艺术审美的重

要载体，为商业体乃至商圈注入更多

复苏活力。

i百联则将启动“全民健身季”和“夏

末露营季”，提供运动鞋服、健身装备、露

营设备等商品，满足消费者健康生活的

一站式购物需求。

去年，时尚消费品产业首次纳入上

海“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范畴，根据刚

刚发布的《上海市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到

2025年，上海要实现时尚消费品产业规

模超5200亿元，年均增速5%，确立上海

引领时尚、定义潮流的“时尚之都”地位，

使上海成为时尚出品地、潮流集聚地、创

新策源地、消费引领地。

引领品质潮经济，百联TX淮海在

连开三家潮流首店后，后续还将带来

BYFAR和DIESEL品牌的文化展示活

动、Starwalk联名快闪店，更以“国潮年

轻力大会”为时尚前沿的个性表达加

码；三联则将联合品牌供应商送上8

月促销福利，迪奥、宝格丽等众多国际

品牌眼镜五折至七折，出游必备的吴

良材、茂昌驾驶型镜片则展现老字号

研发水平。

商贸业的复苏，是城市烟火气最

明显的特征。早在5月29日，上海就

发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

动方案》，多位专家认为，作为上海经

济基本面的一大重要支撑，消费的复

苏有望成为推动上海经济企稳回升的

一大主要动能。如今，上海开启第三

届“五五购物节”，正是促进消费的好

契机。百联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以科技赋能商业发展，用服务体现

城市温度，为市场复苏及消费回补注

入更多活力。

第三届上海“五五购物节”发令枪响，沪上商贸“航母”百

联集团点燃了第一波消费热浪。消费券、品牌月、艺术派对、

科技专区……百联集团“魔都激浪 ·百联cool夏潮流节”率先

启动，为上海市民打造一场丰盛实惠、潮流时尚、绿色健康的

酷夏消费盛宴。

当下，上海正处于经济恢复和重振的关键时刻，要把发展

的油门踩下去、速度提上去，进一步稳预期、提信心，消费这个

“火车头”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为此，上海提出“以节庆活动

为契机促进消费”，百联集团第一时间响应政府号召，抓住数

字驱动力作为发展新动能、抓住疫后消费趋势变化来策划多

元活动、抓住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优势来引领时尚

定义潮流，促进消费回补，激发消费热情。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日晚应约

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

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坦率沟通和交流。

多国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此次中美元首通话坦诚深入。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国际社会期待

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维护世界和

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在台湾

问题上，美方应该言行一致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元首直接通话对两国关
系发展十分有益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 ·鲍卡斯

评论说，中美两国元首直接通话对两

国关系发展十分有益。双方领导层交

流越多，两国就越有可能找到彼此相

处之道。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翁德生认为中美

元首坦诚深入沟通非常重要。他表示，

中美可协调的空间很大，能合作的领域

也很广阔。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 ·林

斯说，中美元首通话向世界发出积极信

号，表明中美作为两个重要大国，有可能

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协同发展。他期待中

美两国加强协调，助力全球繁荣发展。

菲律宾智库亚洲太平洋协进基金会

国际关系研究员卢西奥 ·皮特洛指出，中

美元首通话传递积极信号，即中美重视

两国关系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

沟通和对话管控分歧，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 ·奥努纳伊朱注意到，中美元首通电话

正值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和世界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之时，双方最高层进行接触沟

通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奥努纳伊朱还说，美国将中国视为

战略竞争对手是错误的，很容易向两国

民众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出错误信号。作

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

寻找并扩大共同利益，不仅可以更好解

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有助于解决世界

其他问题。

中美发挥引领作用，有助
于解决世界面对的问题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莱娅 ·贝西说，从

这次通话中，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坚持

从全球共同福祉出发，寻找中美两国间

问题的解决方案。

她指出，在全球宏观经济层面，中美

两国间的协调和对话至关重要。美方不

应搞经济脱钩，双方贸易关系应更加紧

密，实现合作共赢。

林斯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

用。他说，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是世界各

国的共同敌人。中美加强协调、发挥引

领作用，有助于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

问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 ·阿德

希尔说，我们希望中美在众多领域保持

沟通，助力世界经济走出滞胀，摆脱衰退

风险。

阿德希尔表示，很高兴看到两国领

导人就当前各类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

流，中美关系如果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将

对世界有利，发展中国家希望看到中美

关系积极发展。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政治学教授贾

迈勒 ·扎赫兰希望美国在应对全球经济

困局时展现更多诚意。他说，中美两国

应通过合作来应对经济滞胀。人们期待

中美发挥引领作用，改变世界很多地方

的不确定状态和经济、政治混乱。

除经济挑战外，新冠疫情、地区热点

问题等也离不开中美合作应对。奥努纳

伊朱认为中美两国肩负重要职责。他敦

促美国重新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发挥负

责任大国作用。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

植说，消除中美分歧是妥善解决当前各

种国际问题的捷径。只有中美坚持走

合作道路，才能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助

力全球早日克服疫情挑战、摆脱经济停

滞的阴霾，让世界继续朝着稳定繁荣的

方向前进。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阿德希尔表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

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国一

直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制衡中国。毫无

疑问，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这一点美方非常清楚。美方应该尊

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贝西历数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挑衅行径，指出美国试图破坏中国统一，

制造地区的不稳定局面，甚至发动舆论

战攻击中国是极其错误的。她说，美国

的做法极其危险，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

谈及美国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

球试探中方底线，奥努纳伊朱直言，美国

应在台湾问题上放弃所谓“战略模糊”，

应言行一致，不要制造麻烦。

权起植说，“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

焚”是中方对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外部

势力的坚决警告。美国应终止破坏一个

中国原则的对台军售，应停止制造台海

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应履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

翁德生同样注意到中方就台湾问题

对美方“玩火必自焚”的警告。他指出，

这一明确警告向美国再次表明中国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我们

希望美国能言行一致，不要试探中国的

红线。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多国人士热议中美元首通电话

元首沟通交流坦诚深入 期待中美发挥引领作用

新华社马尼拉7月31日电（记者刘
锴 闫洁）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7月31日

因感染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在首都马

尼拉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4岁。

拉莫斯的家人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证

实拉莫斯去世。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随后

在一份声明中向拉莫斯家人表示慰问。

拉莫斯生于1928年，曾任菲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1992年至1998

年出任菲律宾总统。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去世

国际 专题

新华社莫斯科7月30日电 俄罗斯

外交部29日发表声明说，应美方要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

全球粮食安全和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

了意见。

拉夫罗夫指出，美国对俄罗斯粮食

供应实行相关豁免的承诺尚未兑现。西

方集团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利用粮食

问题不可接受。布林肯表示，俄方应履

行其与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达成的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俄外长同美国务卿通电话
随着猴痘疫情在欧美地区扩散，一

些国家开始大量采购猴痘疫苗。公共卫

生人士警告，如果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

分配不公问题在猴痘疫情上重演，不仅

会让数以百万计非洲人无猴痘疫苗可

打，也可能加剧猴痘疫情向普通人群扩

散风险。

猴痘先前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地

区流行，但近来在非猴痘流行国家蔓

延。据美联社报道，5月以来，已有近80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累计超过2.1万例人

感染猴痘病例，其中约75例疑似猴痘死

亡病例位于非洲。

按美联社的说法，非洲地区流行的

猴痘病毒更为致命。在非洲以外，巴西

和西班牙7月29日首次报告关联猴痘的

死亡病例。

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物学助教博格

玛 ·蒂坦吉看来，非洲国家应对猴痘疫情

数十年，却在讨论全球对策时“沦为脚

注”。一些西方富裕国家在订购数百万

剂猴痘疫苗后，却未宣布打算与非洲分

享疫苗。“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的那

些错误已在重演。”他说。

美联社援引多名流行病学家的说法

报道，不同于新冠疫情，应对猴痘疫情不

需要大规模接种疫苗。有针对性地开展

疫苗注射并辅以其他措施，能够遏制猴

痘疫情扩散。

目前，丹麦制药商巴伐利亚北欧公

司可以生产猴痘疫苗。据美联社报道，

这家企业今年能生产约3000万剂猴痘

疫苗，其现货约有1600万剂。美国是目

前订购猴痘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该国

向巴伐利亚北欧公司订购1300万剂猴

痘疫苗，其中140万剂已交付。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5月要求美国匀

出原定交付的大约21.5万剂猴痘疫苗，

“以协助这家企业应对收到的国际请

求”。对此，美国只同意推迟交付时间。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代理主任艾

哈迈德 ·奥格韦尔 ·奥马7月28日说，在

猴痘疫苗分配上，非洲又一次被抛在后

面。他呼吁优先向非洲地区提供猴痘疫

苗。“如果我们不安全，世界上其他地方

也不会安全。”他说。

路透社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消息源

报道，在非洲以外的现有猴痘患者中，

98%为男男性行为者。专家担忧，如果

猴痘疫情扩散至一般人群，或者在非传

统流行区“扎根”，将加剧猴痘疫苗的必

要程度。

“猴痘病毒传播得越久，它蔓延至新

的动物宿主或传染给普通人的可能性就

越大。”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的疫苗顾

问莎尔米拉 ·谢蒂说，“那样的话，猴痘疫

苗需求将发生本质变化。”

刘秀玲（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猴痘疫情蔓延，欧美国家大量采购疫苗

专家担忧富国抢疫苗的错误重演

针对猴痘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纽

约州州长凯茜 ·霍楚尔7月29日宣布

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州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后，医生、药剂师、助

产士以及注册护士等专业人员可以为

民众接种猴痘疫苗。纽约州政府将继

续保障疫苗供应、提高检测能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29日，全美累计报告猴痘确

诊病例5189例，其中纽约州确诊病例

最多，为1345例，超过全美确诊病例

总数的四分之一；加利福尼亚州位列

第二，为799例。

为加速应对猴痘疫情，加州旧金

山市长布里德28日宣布全市8月1日

起进入紧急状态。

李彦南（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纽约州宣布进入猴痘疫情紧急状态

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7月31日

说，首艘装载乌克兰粮食的船只有望于

8月1日驶离黑海港口。

卡林当天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

说：“如果所有事能在今晚之前敲定，首

艘运粮船有相当高的可能性明天早晨就

驶离港口。”

按他的说法，仅余一两个事项尚未

与俄方商定。相关船只已装载粮食，准

备好驶离敖德萨。

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数据，现有

超过2000万吨谷物滞留在黑海港口。

乌总统泽连斯基7月31日说，乌克

兰今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预计仅能达

到往年水平的一半。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首艘运粮船有望即日驶离乌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