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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动态

每个品牌亮相时间都很短
再过几个月，如果淮海中路

成都南路路口“ 失惊无神”地出

现了一家很炫的品牌店铺，布置

得好像展览馆或艺术廊，却也售

卖各种品牌的货品，甚至有特别

推出的限定款，但仅仅过了几天

或一个月，这些店铺又如烟花般

消失⋯⋯别太惊奇，这就是沪上

首家限量概念店，又名“ 快闪

店”、“ 游击店”。“ 快闪店”不在

同一地长久驻扎，是一种临时性

的铺位，一般只开1 ~ 3个月，短的

只有几天，有的相对长一些的达

半年，品牌商借此表达个性主题，

并销售其限定产品，或者进行季

节性的售卖活动。

吴荷生透露，开业后的“ 快

闪店” 会引入众多设计师品牌，

每个品牌亮相的时间可能只有一

两个月，但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各

种创新的形式来进行展示和销

售，一两个月后，再更换一批新的

品牌。“ 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

式，不是单一的商铺租借和商品

销售，还涉及到品牌的整合和选

择。”吴荷生表示，每次到这里都

可以看到不同的品牌、产品和设

计师，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

新的吸引力。

目前，诸多国际一线品牌，都

会选择时尚城市开设这类临时

店，多以艺术画廊、艺术装置来展

现商品，宣传品牌文化，甚至引爆

社会话题。一些品牌的忠实粉丝，

不远千里，像去逛展览一样蜂拥

而至。有些拥趸甚至会一站站追

着品牌的快闪店跑，一直追到

“ 天涯海角”。其实，上海的一些

大型商场，有时候也会提供场地，

但特地开辟场地，长期提供给品

牌开“ 快闪店”，背后也意味着一

系列针对快闪店的专业服务、定

制模板，这是上海首家。

不会考虑深夜商场模式
高租金、停车难、商业模式

传统、电子商务冲击等众多因

素，使得淮海路上曾出现了十

几个商户租期到期，集体撤离

的现象。为此，淮海路也从去年

开始 了 新 一 轮 的 转 型 升 级 ，老

大昌、哈尔滨回归，古今、长春

等多 家 老 字 号 店 改 头 换 面 ，整

条商街大约有20家老字号实现

“ 变脸”。

吴荷生透露，在推进淮海路、

南京路商业结构调整中，优先支

持老字号品牌企业开设旗舰店。

一方面，让老字号的金字招牌扎

堆闪亮，促进老字号集聚发展；另

一方面，也鼓励老字号与国际知

名品牌为邻，支持民族品牌与国

际品牌同场竞技。“ 目前看来，这

一轮的调整是成功的。以去年老

大昌回归为例，目前它日均营业

额已冲破五六万，极端日子可以

高达1 0万元，达到了运营的基本

效益。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淮海

路又会有新一轮的变脸。除了

“ 快闪店”的落户，另一颠覆性的

做法就是打破传统商业早1 0点

晚1 0点的营业时间。

“ 每家店可以根据自身的

人群定位、客流特点自己安排营

业时间。可以提早开张，当然也

可以延时打烊。”不过吴荷生强

调，之前曾试图在上海试水的深

夜商场这一营业模式，淮海路上

肯定不会采用。“ 我们会推出24

小时店，带有剧场、电影院的商

场也会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但不

考虑深夜商场的做法。这主要

是考虑到投入产出比，周边交通

和营业员的下班方便程度。毕

竟深夜商场肯定会导致设施设

备的损耗、电费、人力成本等方

面的增加。”

淮海路又将迎来新一轮“ 变脸”

申城首家“ 快闪店”年中开业

记者是第一次参与上海“ 两

会”报道。在市政协会场上所见的

那些文艺名家委员，基本平时在各

种场合也能遇见。印象最深刻的

是，相比平时一团和气的研讨会，

一些委员的发言要直接、干脆、大

胆、尖锐得多。有一位在戏曲院团

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开场就说某

市级文艺评奖的评选过程有许多

仓促混乱之处，这造成各院团在选

报候选人时比较被动，也引起了一

些候选人的不满。这通发言让记者

颇为意外，因为这位委员平时在开

会时经常沉默寡言。

开会的气氛相当热烈。委员

们发言争先恐后，常常两个抢到

话筒的委员一起发声，发现“ 撞

车”了才相互客气一番。如此这

般，各组召集人不得不“ 严令”发

言者控制时间，但即便如此会议

还往往要延时。不仅说得多，而且

说得好。政协会场真是真知灼见

频现，各种“ 火花”碰撞，让记者

这个从事文化新闻报道10年的旁

听者，也听得热血沸腾。

为什么在上海政协会议现

场，委员们这么想说、敢说、能说？

记者发现，直抒己见已然成为一

种社会风气，但这显然还不是问

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委员们两会

上的许多意见可以形成合力，在

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提案的落

实，这种良性循环也极大地激发

了代表委员们的“ 表达欲”。

市政协常委、著名导演江海

洋就提到一件事。他参加政协已

经13年了，其中5年的提案是希望

恢复评选上海文学艺术奖。他的

这个提案在2014年终于实现，在

时隔12年之后，上海再次评选这

个代表市级最高荣耀的文学艺术

奖项，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关注。江

海洋表示，在这个平台上只要坚

持，就会有结果。也正是抱定这样

的期望，委员们才毫无保留地奉

献自己的真知灼见。

这其实也在说明，委员们参与

社会事务的程度正在加深。过去，

委员们“ 议政”得比较多，重点在

“ 议”，“ 议”过之后会如何，自己

心里也没底。但现在委员们更多的

是“ 参政”，因为他们的提议会实

实在在地成为这座城市健康运行

发展的一部分，这正是两会所传递

的正能量。

郦亮

生养第二个孩子的祖辈更加年迈，协助照顾孙辈的能力相对较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最近，一则关于生

育两孩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热议，

武汉肖女士经过一年努力终于怀

上二胎后，1 3岁的女儿以“ 逃

学”、“ 离家出走”、“ 跳楼”、“ 割

腕”相威胁，肖女士不得不含泪

终止妊娠。这是“ 两孩”政策引发

的一个话题。在昨天的上海市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中，

市政协委员、市妇联副主席朱鸣

做了《“ 单独两孩”政策对上海

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对策》的

报告。

相比第一胎家庭支出更大
去年3月，“ 单独两孩” 政策

于上海正式实施，市妇联会同市

社科院开展了针对在业、育龄女

性的专题调研。

调研显示：“ 单独两孩”政策

知晓度高、满意度高，但申请数量

低于政策预期。据统计，上海有约

37万对符合政策条件的育龄夫

妇，截至去年1 2月，提出申请的约

1 .7万，申请率为4.59 %。结合上海

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研结果分

析，上海生育意愿在“ 单独两孩”

政策出台后没有明显上升。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单独

两孩”出台后一片叫好，但付诸

实践的人却少得可怜呢？

朱鸣介绍说，面对职业和生

活压力，两孩的生育意愿到生育

行动之路上存在家庭难以逾越的

障碍，呈现出不想生、不愿生、不

敢生的状况。首先是家庭经济压

力。孩子的孕育与成长，需要成年

人投入大量的金钱与时间，与生

养第一个孩子相比，家庭支出更

大。其次是儿童照料压力。由于本

市公共托育服务严重滞后，95%以

上3岁以下儿童只能依靠家庭抚

养照顾，而生养第二个孩子的夫

妻年龄更大，他们的父母也更加

年迈，协助照顾孙辈的能力相对

较弱。

“ 对于女性而言，两次产假、

哺乳假，无疑加剧了原本就隐性

存在的就业歧视。”朱鸣介绍说，

目前，在两孩家庭中，1 6%家庭有

全职妈妈，远高于一孩家庭6.9%

的比例。

市妇联：推进社区幼托服务
“ 我们认为需要从转变观念

到政策配套等一揽子干预措施，

支持‘ 单独两孩’政策达成预期

目标，适时放开‘ 全面两孩’，改

变人口状况和就业结构。”朱鸣

表示，适时放开“ 全面两孩”有诸

多好处。要有效降低企业负担，增

强政府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责任，

采取措施降低用工成本，鼓励用

人单位雇佣女性，支持女性生育

后重返工作岗位。

“ 鼓励女性生二胎，还要解

决家庭后顾之忧，譬如推进社

区幼托服务。我们建议有关部

门 制 定 符 合 本 市 托 儿 事 业 规

划、家政服务行业规范。以政府

购 买 服 务 或 税 收 优 惠 等 方 式 ，

鼓励市场、社会组织参与幼托

事业。”朱鸣说。

事实上，在前天的政协咨询

会上，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也呼

吁更多符合两孩政策的上海家庭

提出生育申请。但至于上海何时

放开“ 全面两孩”，市卫计委家庭

发展处处长樊华表示，具体时间

表需要等国家政策。

半年多前，20家老字号升级还历历在目，而今
又一轮新的变脸又悄然而至。在昨天的人代会上，
市人大代表，上海淮海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吴荷生透露，申城首家“ 快闪店”今年
年中将在淮海中路开张。如果说老字号的升级是对
经典的传承，那么这一轮的变脸，则是对传统商业
模式的颠覆。 青年报首席记者 陈轶珺

职业和生活双重压力导致女性不敢生二胎

沪“ 单独两孩”申请率仅为4.59%

代表委员的“ 表达欲”

淮海路又将迎来新一轮变革。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