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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长兴岛郊野公园旅游文化艺术节暨上海柑桔节开幕
一年好景君须记，又到橙黄桔

绿时。
10月 27日，由上海前卫实业

有限公司主办的“美丽长兴，七彩
郊野”2018长兴岛郊野公园旅游文
化艺术节暨上海柑桔节开幕式在
长兴岛郊野公园举行。

长兴岛郊野公园，位于上海市
崇明区长兴岛中部，规划总面积
29.8平方公里，一期实施面积5.56
平方公里，于2016年12月15日正
式对外开放，免费入园，至今已接待
游客逾150多万人次。公园以“自
然、生态、野趣”为特色，注重青草沙
水源地生态涵养，精心修复生态，以生态
杉林、桔园肌理为基础，形成“桔园风情、
农事体验、文化运动、森林涵养和综合服
务”五大功能分区，相较于全市其它七个
郊野公园，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上海唯
一的“海岛型远郊生态涵养”郊野公园。
公园自建成以来，不断丰富和挖掘文化内
涵，致力于保护和发展原有的农场文化、
知青文化、柑桔文化，使之与旅游文化相
融合。在项目引进和设施打造上更加注
重游客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注重农事生产
与旅游休闲观光的相融性和科普性。

本次开幕式，市及崇明区旅游、体
育、文广、农委等相关部门以及乡镇和企
业的领导出席。在领导和嘉宾的致辞
后，由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给大
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艺
术家们在橙黄桔绿歌舞声中，让我们领

略多彩的声韵光之美。最后在长江之歌
中圆满的结束整场演出。寓意着长兴岛
作为长江之尾，在未来将谱写出华丽的
乐章。

据了解，前卫公司自2017年10月开
始，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长兴岛郊野
公园旅游文化艺术节暨上海柑桔节”活
动。今年是第二届，“两节”期间，将会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喜欢音乐你可
以参加“绿色音符”生态音乐节，喜欢运
动你可以参加“骑行定向赛”，喜欢摄影
你可以参加“美丽长兴，七彩郊野”摄影
赛……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全家大小齐
上阵采桔吃桔。

海岛天青，郊野地绿，果香桔黄，花
圃蓓红，金秋时节，正是体验田野风光，
感受柑桔文化的好时节。长兴岛上，郊
野公园里风情独具。

北京通航以全新集团化姿态全力出击2018珠海航展
2018年11月6日至11日，“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办。
两年一度的珠海航展是世界五大颇具国际
影响力的航展之一，本届航展无论在展出
规模、展品展商数量，还是在飞行表演活动
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获得了新突破，为期六
天的航展将在珠海的碧海蓝天之间演绎世
界航展史上又一次盛世空前、气势恢宏的
航天盛宴。

作为已连续三届参展的重要展商之
一，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及旗下各成员
单位已整装待发，将以集团化的全新形象
亮相2018年珠海航展。本届航展中，北京

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将携旗下PAL、
泛太平洋航空、
江西直升机等各
成员单位以集团
化的形象、强大
的参展阵容、丰富的机型谱系强势亮相，通
过飞机展示、机型发布和合作签约等一系
列重大活动，有效加强与行业专业人士的
交流，全面提升北京通航的品牌形象。
北京通航依托北汽集团，不断提升在通航
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力，在通航领域取得了
飞速发展。

G-SHOCK STORE上海「THE LOUNGE」快闪店潮流集结
10月28日，G-SHOCK「THE LOUNGE」快

闪店登陆 G-SHOCK STORE 上海淮海路
店。潮流集会，各大咖潮牌前来站台。

G-SHOCK 35 周年之际，全新升级的
G-SHOCK STORE 将更多的聚集街头的年
轻人，打造潮流风格和极限运动，艺术生活
的多元文化空间，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打卡
休闲、了解潮流和 G-SHOCK 精神的新标地
——“THE LOUNGE”，保持态度，自由轻松的
休闲空间。

LOGO中标红的G是这个空间最重要的
元素，也就是G-SHOCK独有的文化精髓。G
也是此空间中最强硬的态度符号。

本次“THE LOUNGE”快闪店潮牌集结，
北美知名运动潮牌 NEW ERA、日本高端运动

品牌 ASICSTIGER、著
名板鞋品牌 DC、起源
于美国的经典潮牌
SSUR*PLUS 全 员 现
身。各大潮牌带着看
家潮品出席。作为主
场，特别展示了一表难
求的各大限量表款，让
到场粉丝一饱眼福，一览无遗。

2018 CITY BATTLE赛事主题表款——
DAGGER 3 COLOR、Light Red、Blue & Or-
ange Accent 也出现在展厅。

「THE LOUNGE」快闪店将持续到12月
21日，如此难得的潮流集会，不论你是不
是街头玩酷的爱好者，相信都不应该错过。

电力十足 E智先行 东风悦达起亚KX3纯电动魅力登场
11月11日，东风悦达起亚首款纯电

动SUV车型——“E智先行”KX3纯电动正
式发布，官方指导价为23.98万元，补贴后
全国统一售价为14.73万元。KX3纯电动
锁定追求时尚潮流和品质生活、崇尚科技
驾控与环保主义的都市年轻先锋族，为他
们提供全新的绿色出行解决方案。

东风悦达起亚KX3纯电动搭载了一
台最大功率为110Ps（约81.4kW）、最大扭
矩为285N·m的驱动电机，配合载电量标
称129Ah（约45.2kWh）的三元锂电池组，可
实现最高车速150km/h，综合工况续航里
程300km，彻底打破车主的出行桎梏和里
程焦虑。

沿袭现款KX3时尚动感基调，KX3纯

电动在外观上
大胆创新，珍珠
白车身、悬浮式
白色装饰条给
人以极致洁净
之感，既体现了
清洁能源的概
念，又传递出极
简 主 义 的 风
格。全封闭式
电动汽车专用前中网、新能源主题五幅式
运动轮毂，与投射式前大灯、保险杠、车名
标识、ECO标识上的蓝色元素相互呼应，在
凸显KX3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属性的同时，
呈现出强烈的前卫科幻之美。

盒子科技新品发布：慧店让实体经营更简单
作为深耕智慧经营的商户服务企业，

盒子科技战略级新品“慧店”一经发布，便
备受业内关注。

众所周知，实体创业者面临着来自客户、
经营方面的诸多困扰。而针对实体商家经营
痛点应运而生的“慧店”，是一款为商家创造顾
客的小程序。它可以实时洞察用户，及时响应
服务，24小时在线获客、成交、自驱动、自延展，

帮助实体经营者快速的实现经营转型，获得更
多用户关注。依靠“慧店”，商家可以通过智慧
经营系统，轻松建立自己的“小生态”，拥有自
己的流量、自己的客户、自己的会员。

近几年，盒子科技迅速成长，企业一直
努力构建的“共享金融商业系统”做到了完
整闭环。慧店的发布，标志着个体商务进
入到了大数据指导经营时代。

短债基金怎么选？中欧短债A成立至今月月正收益
截至11月9日，货币基金的平均7日

年化收益率下降至2.71%。在此背景下，短
债基金凭借相对较低风险、运行稳健等优
势异军突起。其中，中欧短债A（原中欧强
泽）今年以来净值增长5.34%，成立至今每
月都是正收益。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9 日，中欧短债 A（原中欧强泽）自
2017年2月成立以来已实现8.50%的投资
回报，今年以来净值增长5.34%。根据测
算，投资者在过往任一个交易日购买中欧
短债A且持有3个月、6个月或一年，都能获
得正收益。 广告 投资有风险

超3万只极地海洋生物将亮相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以海洋文化

为主题，分为“五大主题区和一个海
洋主题度假酒店”。五大主题区包
括人鱼海湾、极地小镇、冰雪王国、
海底奇域、海洋部落。6个展示场馆
为南极企鹅馆、海兽探秘馆、冰山北
极馆、海底世界馆、火山鲸鲨馆、珊
瑚水母馆。公园内还设有2个高科
技影院——天幕影院、超感4D影院，
以及海豚过山车、时空缆车、雪国列
车、深海奇航、极速企鹅、海洋木马、
鹈鹕大冒险等10余项游乐设施，还
有海豚家园“人豚互动”、“企鹅极地
体验”以及“海洋梦幻花车巡游”等
特色游玩内容。

据介绍，海昌海洋公园拥有目前
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丰富的海洋动
物种群，有超66000只海洋、极地动
物，成功繁育了600多只大型海洋极
地哺乳动物，其中北极熊和帝企鹅的
人工繁育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汇聚了300余种、超3
万只极地海洋生物。丰富的海洋、极
地生物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企鹅、虎鲸、白鲸成为人气王
经过试运营的正式开园日，6大

场馆均已对外开放，各种海洋动物可
以让人一饱眼福。记者看到，有虎鲸
首秀、白鲸共舞、企鹅同餐等卖点，首
日开园，就已经吸引了不少游客冒雨
前去游玩。

冰山北极馆是最受欢迎的场馆
之一。走进这片极寒世界，可以看到
从北极狐、北极狼到北极兔等极地动
物，毛茸茸、雪雪白，很是养眼。还有
一头憨态可掬的北极熊，独占一间

“贵宾房”，为沪上首现。每日上演的
“白鲸之恋”，人鲸共舞，缠绵悱恻，煞
是好看。

除了白鲸这一鲸类中的“白富
美”，北极馆边的虎鲸剧场更是人气
爆棚。昨天的虎鲸首秀，4头黑白分
明的“深海之王”在这里秀歌声，超
高智商的虎鲸与饲养员情感交流毫
无障碍，也让剧场坐得满满，不少游
客只能站立观看。据介绍，公园的
虎鲸表演更注重给予观众虎鲸知识
的科普。

此外，在火山鲸鲨馆，全球首创

的七度倾斜沉浸式鲸鲨展缸颇为夺
人眼球。2层楼高的巨型水墙，犹如
一个蓝色的舞台，上千种鱼类，各色
鲸鲨在眼前游过，定时还有美人鱼在
鱼群中表演，画面梦幻。馆内的海洋
餐厅也挺有趣，可以与海洋物种“共
享”美食。

南极企鹅馆中，亚克力玻璃制作
的巨大的“超级碗”也是全球首创。
抬头就能看见企鹅宝宝们在头顶“飞
来飞去”。上楼则能近距离观看到帝
企鹅、阿德利企鹅、巴布亚企鹅等各
种“小可爱”。旁边就是企鹅餐厅，可
以在企鹅宝宝的陪伴下吃饭，也让这
里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今年年内可享受票价优惠
除了观赏海洋生物，园区内还有

不少海洋主题游乐设施。如全球唯
一一座360度全息球幕影院——“时
空之海”、世界首座双通道海底世界、
连接火山和冰山的缆车、海豚过山车
等。不过昨天首日开园，园内除了影
院和缆车，大部分游乐设施暂未开
放。工作人员表示，开园后将视情况
逐步开放。

据介绍，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票
价为平日票330元，高峰票390元。今
年年内前去的游客能享受到感恩优惠
价格，平日票299元，高峰票360元。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昨日正式开园。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昨日正式开园

超3万只极地海洋生物亮相申城
巨幕海洋、世界首创海洋超级碗、美人鱼表演……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昨天正式开园，上海又添一好玩的
去处。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