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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商融合体验式消费
徐汇区营造一流购物体验氛围

“
通过三年努力，使徐汇
‘
上海购物’品牌的辐射度、美誉
度、标识度显著提升，消费者体验度、获得感、满意度明显增
强，力争将徐家汇、徐汇滨江、徐汇衡复等三大中央活动区打
造成为打响
‘
上海购物’品牌的重要承载区和上海国际消费城
市示范区。 2020年，培育形成一批有广泛影响力的特色品牌
和龙头企业，力争实现商品销售额突破万亿大关。”日前，为全
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打响
“
上海购物”品牌的决策部
署，徐汇区结合实际区情特点，制定了《徐汇区打响
“
上海购
物”品牌营造文商融合新体验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和水平，全力打响区域
“
上海购物”品牌。

全力打造文商融合体验式消费

徐汇区商务委表示，区委领导对于打响
“
上海购物”的品
牌，要求既有像徐家汇中心这样的增量，也要有存量提升的问
题，既有重点功能区打造，也有南北均衡、社区商业的问题，徐
汇购物要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扩大高品质服务和产品的供给，
为群众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式、高品位的消费体验。 区商务
委副主任姜舟表示，徐汇区根据《三年行动计划》，未来将通过
聚焦三大中央活动区、凸显产业社区服务配套功能、营造有温
度重品质的社区生活圈，全力发展核心商业，精心培育特色商
业，深耕细作社区商业，推动徐汇成为打响
“
上海购物”品牌的
以文商融合、国际消费新体验为特色的引领示范区。
据了解，徐汇聚焦的三大中央活动区徐家汇、徐汇滨江、
徐汇衡复都各具特色。
徐家汇是打响徐汇购物品牌的重中之重， 这里将逐步实
现一流购物商品集聚、品牌旗舰店、新品首店云集、最新最潮
业态引领、最优最便捷市场供给的国际体验式消费之都，使徐
家汇的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

消费信息

徐汇滨江作为区域的
“
商业新军”，将实行新消费群体的
数字化、社交化、个性化、定制化和体验式的新商业业态布局，
推进更多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
全球首发在西岸”，打造一流购
物体验，培育徐汇水岸经济繁荣繁华新商地。
衡复地区将培育具有国际消费服务水平的慢生活文化休
闲街区，彰显慢生活商业的海派文化特色，深化魅力衡复品牌
的内涵，实现环境上的
“
静雅柔”，最优最美，营造消费上的
“
漫
夜特”，小众、定制、个性化供给丰富多元，夜市文创生活充实多
采。

提前布局开启业态更新
事实上，徐家汇前两年就启动了商圈的整体更新，如T20
大厦、徐家汇连廊建设、太平洋数码二期的拆除重建等，而像
美罗城、 港汇恒隆广场等商场等都在不断尝试进行业态调整
与升级。 姜舟介绍说：
“
像美罗城虽然每年都会对一个楼层的
业态进行转型升级，但仍然能保持营收的高位数增长。 ”
港汇恒隆广场总经理叶志强表示， 该商场的升级改造也
一直在持续推进中，地下一层的华润OLE’超市如今已经进入
最后的整修阶段，预计将在今年6月重新开业，而已封闭改造
“
新翼”楼将在下半年重装开业，升级
一年多的商场包围中的
后的永华电影院也将与观众见面，未来，地铁9、11号线徐家
“
新翼”无缝连接，从地铁出口直达
汇站将与港汇恒隆广场的
商场B1层，同时B1层也将增设自动扶梯至B2、B3层的地下停
车场，有助于行人的通行和消费者的进入。
据悉，5月中旬，承载着不少人回忆的商业地标，港汇恒隆
广场大门前的39级、约2层楼高的大台阶已经正式谢幕，未来
化身开放式文化艺术空间的广场还将继续延续艺术、 人文活
动，装点港汇恒隆广场的门面，丰富其内涵。

沪上半年召回缺陷产品64.8万件

日前， 上海市质监局业务受理中心组织召开2018年度
“
缺陷产品召回企业宣贯培训会”。会上透露，今年上半年上海
实施缺陷产品召回16个批次，涉及产品64.8万件，召回的产品
数量是2017年全年的11倍，主要涉及儿童用品、电子电器、文
教体育用品、日用纺织品等。
近年来，市质监局把缺陷产品召回作为加强质量监管、促
进质量提升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充分发挥召回的实质作用、消
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促进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通过数据分析，市质监局表示，儿童用品的召回批次、召

回产品的数量远超于其他产品，质量缺陷问题较多。但从另一
个角度看， 由于儿童玩具是国内最早开始实施召回制度的领
域之一，市场经营者的召回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中。
“
上海制造”品牌出
市质监局副局长陈晓军表示，从打响
发，缺陷产品召回的功能价值应进一步放大。 下一步，市质监
局将继续加大对缺陷产品召回力度， 建立产品召回与行政执
法的衔接配合机制，并继续加强对缺陷产品召回的宣贯工作，
引导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让更多企业敢于、愿意对缺陷产品进
行主动召回。

杨浦区消费纠纷调委会正式成立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法治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杨
浦区各类消费纠纷呈快速增长、高位运行态势。为进一步优化
杨浦区消费环境、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增强消费者获得感和满
意度，近日，杨浦区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区消费纠纷联
合人民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
据介绍， 消费纠纷调委会和工作室运用中立第三方地位

和法律专业优势，客观全面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
依法依规化解消费纠纷， 开启多元化解模式。 为确保调解质
量， 杨浦区司法局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招录了一批专职人民
调解员，目前正开展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消费者权
益保护、调解技巧、信息录入等，培训后的人民调解员将进驻
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调解工作。

上海坤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坤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坤澎”）与债权受让
人（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坤澎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依法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 上海坤澎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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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2018年6月7日

北京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北京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蜜蜂”）与债权受让
人（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北京蜜蜂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依法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 北京蜜蜂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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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2018年6月7日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渤海信托”）与债权受让
人（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渤海信托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依法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 渤海信托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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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2018年6月7日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大业信托”）与债权受让人
（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大业信托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
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毕业生租房季

58同城助力租房更轻松

又到一年毕业季，各大高校毕业生已陆续准备离校。 毕业季租
房，对于租房经验并不丰富的同学来说，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如何
顺利租到满意的房子。
据调查，毕业生在选房时，喜欢在58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等平
台上进行筛选，他们会从房租价位、房源位置、周边环境等方面进
行比较。 选择房租价位时， 可以结合自身收入及生活成本进行考

虑，如果经济能力有限，毕业生还可以在58同城APP和租房精选小
程序上，发布拼租需求，或者获取拼租信息，寻找需求匹配的室友，
既经济实惠，又能结交新的朋友，对于毕业生来说性价比很高。
此外，58同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租房效率，毕业生也可以
通过平台中的地图找房功能，快速获取附近的租房信息，助力毕业
生租房过程更快捷。

给债权受让人。 大业信托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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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2018年6月7日

数字加生肖 游戏更精彩 福彩东方“6+1”玩法知多少

如果你问一位上海彩民最喜欢哪种彩票，很可能会得到一个
“
双色球”，也不是福彩新贵
“
快3”，而
意外的答案，不是大名鼎鼎的
是一种颇受当地彩民青睐的老牌游戏玩法——
—福彩
“
东方6+1”。
“
东方6+1”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销售，每周一、三、六共开奖
三次，由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七省市统一奖
池计奖。 自2008年3月份上市以来，
“
东方6+1” 游戏以其独特的
数字与生肖”组合方法迅速吸引大批彩民关注，成为备受青睐的
“
福彩游戏品牌之一。
东方6+1”彩票投注区分为基本号码区和生肖码区，每注投
“
注号码由一个6位自然数的基本号码和1个生肖码排列组成。 基本
号码从六位自然数000000-999999中选择； 生肖码从十二个生
肖中选择，十二个生肖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猪。
虽然福彩近些年涌现出以
“
快3”为代表的一批热门游戏，但

仍有数量众多的彩民对
“
东方6+1”情有独钟。究其原因，无外乎是
东方6+1”创新性地在彩票游戏中
该游戏独具特色的玩法设置。“
引入生肖概念，彩民在购彩过程中可以将自己或家人的生日和生
肖相组合作为投注号码，游戏趣味性大大增强。 在设奖方面，
“
东
方6+1”最高奖达500万，不菲的奖金额度也让彩民心向往之。
上海徐汇区的彩民李先生是
“
东方6+1”游戏的忠实爱好者，
他说刚接触这款游戏时，一下子就被
“
生日+生肖”的游戏投注方
式吸引住了，用自己的生日+属相开始了投注之旅，这一坚守就是
七八年。 虽然始终与大奖无缘，但不断中出的小奖也给他带来了
足够多的惊喜。
相比声名远播的彩市航母双色球，也许
“
东方6+1”知名度不
是那么高，但它同样让彩民体验到了福彩游戏的精彩，也帮助许
多彩民实现了大大小小的梦想。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
东方6+1”
会为更多的朋友送去欢乐与幸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外经贸信托”）与债
权受让人（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外经贸
信托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
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 诉讼保全费
等）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 外经贸信托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
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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