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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公益论坛
共议进博会“城市温度”

由长宁区社会工作党委、长宁区民政局、长宁区社会
团体管理局指导，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主办，香港社区发展促进会、香港现场管理学会、上海市
水务局机关、上海市长宁区企业联合会、上海申杰社会组
织培育评估中心、 上海江苏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上
“
迎进博，提升城市温度”
海晋才专业教育培训中心承办的
公益论坛会9月7日下午在上海市水务大厦二楼举行。 上海
市水务局机关党委书记李琼， 长宁区企业联合会会长、原
中共长宁区委常委、长宁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连城，区民
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章维， 江苏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世 樑 ，
区民政局副局长、社团局局长陈汉传，区社会工作党委副
调研员张泓，香港金融学院上海分校校长陈云秋，香港金
融管理学院副院长、 香港现场管理学会执行会长董红婴，
香港宋庆龄教育学院总监陈瑶等出席了论坛。
公益论坛上，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世樑致辞，
他在致辞中表示，在公益社区的创建中，江苏路街道将积极打
造有温度的社区。 专题片《遇见愚园路》的播放，让与会者了解
到，上世纪初，一位在上海滩被称作
“
富甲王侯”的商人，在静安
“
愚斋”，如今，这条似乎
寺附近兴建了一座私家花园宅第，名为
停留在历史中的马路，正慢慢改造成为融合艺术、设计、人文、
娱乐的跨界生活美学街区。 与会的专家们先后分享了
“
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沪港案例，如张连城的
“
City——
—温而有度”、董红
婴的
“
OSM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温度”、陈遥的
“
为爱伴您前
行——
—做家庭教育的同行者”，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为
我们解答了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公益为精致社区添彩”的命
题。 章维、陈汉传、张泓分别向专家们颁发了感谢证书。
公益组织的代表何艳丽在会上宣读了“
迎进博倡议书”。
而荣·沙画艺术中心首席沙画师曾荣的“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沙画表演，赋予了论坛更多的感动和活力。

倪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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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第九届公益伙伴日
主会场“小梨园”京剧团精彩献艺

2018全域旅游上海社区（秋季）展
在沪举行

9月11日，
“
益爱长宁”——
—长宁区第九届公益伙伴日主
会场活动在长宁路1139号来福士广场中庭启动， 活动由长
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宁
区社会组织联合会、长宁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长宁区社会
组织创新实践园、上海喜雅爱心社区服务中心、上海乐酷青
年创意公益发展中心、长宁来福士承办。 活动围绕公益主题，
弘扬正能量。
作为活动的一个重要议程，上海市小梨园文化交流中心
（以下简称
“
小梨园中心”）的小小京剧演员登台演出，李思齐
演唱了《战北原》，邢童安演唱了《廉锦枫》，两人还合演了《坐
宫》。 他们的唱、念、做、打和身段，无不显示了专业功力。 这两
位出生于2008年的小学生， 分别来自天山路第一小学和东
安三村小学，两所学校的校长吕华琼、陆慧瑾对他们的公益
演出非常支持。 两位学生从四岁开始学武戏，攻武生、武旦，
八岁起学文戏，李思齐学的是言派，邢童安学的是梅派，老生
和青衣，通过两年多的学习，已经能演多出好戏。 他们的表演
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上海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章
维握着小梨园中心理事长陆敏的手表示祝贺和肯定。
出生于1980年的上海市小梨园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陆
敏，200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攻京剧老生，2004年留学
加拿大主修戏剧获戏剧硕士，回国后从事文化交流及教学工
作。 他先后师从童强、王思及、陈国卿、朱秉谦等老生名家，常
演剧目有《武家坡》、《上天台》等。 先后得到荀派名家宋长荣、
孙毓敏的提携，并同台演出。 由他担任团长的北新泾街道
“
小
梨园”京剧团和天山第一小学
“
小梨园”京剧团培养了大量的
小学生，今年8月，天一
“
小梨园”京剧团的14名小演员赴新加
坡参加第三届国际戏曲艺术节演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国
际金奖以及优秀表演奖。 孩子们在学戏演出的同时，积极参
加学校和所在区的公益活动，献爱心做公益，耽误了课时就
想办法补上，做到学艺和读书两不误，他们在校是品学艺兼
优的好学生，在校园外是小小公益明星。

9月8日，
“
融合长三角， 迎接进博会”2018全域旅游上
海社区（秋季）展在上海中山公园隆重举行。 本次展会由上
海长宁区旅游协会、新浪上海、新民传媒文旅中心主办，上
海市（区）旅游协会联盟指导，上海市各区旅游协会、长宁
区老年协会协办，上海酷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许婷、 上海市旅游公共
服务中心书记王克起、长宁区旅游协会副会长王佩英、上
海市（区）旅游协会联盟主委王建忠、长宁区旅游协会秘
书长卓龙华、 长宁区老年协会会长潘顺康以及来自长三
角各地区的旅游目的地、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旅行社等
30余家参展商和百名市民游客出席了本次展会的开幕
仪式。
全域旅游上海社区展的初衷与构想是
“
一季一变化、
季季有精彩”，走过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热情，迎来了秋天
的别样风景。休闲采摘、温泉养生、研学旅游、自驾越野是
秋季最热门的出行需求。 秋季展将吸取春夏两季展会的
“
以品牌展示，销
经验，以秋季市场的特点为落脚点，采用
售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发挥展会活动的
“
展销”功能，集
中展示秋季旅游全产业链产品， 为上海市民打造一站式
的旅游服务平台。
秋季展做到“
服务更到位、 流程更顺畅、 宣传更到
位”，推出了
“
十大贴心服务”，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现场
观众都十分满意。所有展位均由承办方进行统一搭建，有
特殊需求的客户可根据当地的人文和风情在展台搭建设
计上，展现当地的特色，拼出
“
颜值”，打造当地全域旅游
的综合品牌；展会现场，来自上海的各大知名媒体，记录
了秋季展活动的台前幕后，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全域旅游上海社区展以
“
优质旅游的推崇者、文明旅
游的传播者、全域旅游的践行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为
活动核心主旨，将
“
参展单位满意，参与市民满意”作为基
本要求，努力推进创建优质旅游产品及服务、巩固文明旅
游良好成果、打造全域旅游生态圈、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更
好融合，让广大游客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认识到全
域旅游的现状，认识新朋友，学习新理念，推动融合全域
旅游生态圈， 为全域旅游向更好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文/ 倪超英

小程序风口下，如何选择靠谱的服务商

小程序作为一种新的开放能
力，它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
和传播，用户随时可用，用完即走，
实现了应用
“
触手可及”的梦想。 作
为很多企业来说，小程序无疑是一
个重量级的用户入口，也是把线下
服务数据化的最佳工具之一。 接入
小程序就意味着导入微信海量的
流量，企业和门店可以线上线下联
动营销，增加宣传入口和品牌知名
度，以二维码、分享页等轻负重的
载体为中介，让推广渠道变得不再
厚重。
小程序的适用范围很广，10亿
微信用户流量红利，64个流量入口
对企业和门店来说吸引力是巨大
的。 现如今，小程序适用于各行各
业，餐饮、美容、电商、房地产、咖啡
奶茶、培训等行业都有小程序的身
影。 尤其是餐饮行业，小程序的使
用更为广泛。 小程序附近5公里的
功能对餐饮商家来说吸引力是巨
大的。 美团加小程序两条腿走路，

成为餐饮行业的标配。

选择“小程序”的标准
据上海威博（v5shop小程序）
总经理刘英介绍，选一个什么样的
小程序非常重要，要看几个点。 第
一，系统是不是稳定。 你看一年的
稳定时间， 整个市面上做到99.9%
的都不多，非常少。 能做99.99%的
人目前没有， 我们是99.97%，离
99.99%还差一点。 你去看同行在
用谁开发的，他们稳不稳定，这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客户好不容易做
了推送，系统宕机了就没办法成交
了。 第二，营销功能够不够，因为需
要裂变。 第三，好不好看，一定要好
看，看上去不美的就算了，因为不
美的是不会有转化率的，这是被动
购物，不是搜索式的，搜索式的淘
宝店可以很丑，小程序要是很丑就
没有转化率了。 最后，打开速度一
定要快。 什么概念？ 别人给你分享
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不错，咱俩
拼个团，打开页面要等两秒才会加
载出来，你绝对不会等，必须在一
秒之内才能打开。 而电商更要依靠
小程序去吸纳客户并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产品好了平
台好了，这些都不用愁。 因为小程
序的目标是围绕用户做生意。

“V5shop小程序”的好口碑
小程序火了，靠谱的小程序服
务商更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
评价，点赞不断。 如上海比较有名
气的V5shop小程序。 V5shop小程

序由上海威博软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上海威博”）出品，总部位于
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威博自2006年
在上海成立，这是一家软件开发为
主的品牌厂商。 上海威博目前公司
员工有数百人，研发人员有三个技
术团队近百人，拥有多项软件著作
证书。
上海威博成功开发了单用户
商城系统、 多用户商城系统、
V5shop智能O2O系统等。 曾经引
领了一代潮流的V5shop电商系
统，从2016年起，就专注于小程序
的研发。 目前V5shop小程序对外
发布的有：品牌展示版、拼团版、美
业预约版、餐饮美食版、电商零售
版、电商创客版、连锁品牌O2O小
程序、渠道批发版、奶茶咖啡版、水
果生鲜版、多商户平台版、教育培
训版、法律咨询版、休闲娱乐版、酒
店预定版等近20个版本。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V5shop
小程序已经服务众多餐饮商家，如
上海老鸭粉丝汤、松江湘菜、浦东
早餐、上海日料店、海宁小吃店、齐
鲁人家等等。 V5shop小程序餐饮
版可以实现到店点餐和外卖点餐，
并且实现了优惠买单、 多人点餐
等。 V5shop小程序的多门店功能，
一套系统， 多家门店同时使用，与
美团配送、达达等配送公司达成合
作，用户在V5shop小程序上点单，
就能得到配送的优质精准的服务。
据刘英介绍，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目前V5shop系列小程序已经覆
盖新零售各个领域，全面赋能各大

品牌， 公司秉承“
技术驱动营销”，
“
客户第一”的原则，帮助各个行业
实施互联网+战略， 专注于品质电
商全行业解决方案，多年来不断为
各品牌和创业公司提供整体互联
网+解决方案， 全面协助企业提升
品牌核心价值，塑造了品牌从技术
到场景与体验的整体解决方案。 他
同时提醒用户，小程序市场的无序
竞争也导致了一些无良者的非法
行为，甚至已出现了冒用者，损害了
用户的利益，上海威博还因此受到
牵连，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维权并
澄清了事实。 刘英希望通过媒体郑
重宣布：目前上海威博软件有限公
司不发展代理商，也不会与其他公
司共同办公。同时，小程序正规渠道
注册关键词是不收费的，做微信认
证才收取300元的费用。 不良者利
用客户不懂小程序的弱点，以关键
词来李代桃僵。 像上海威博这种技
术型的品牌服务厂商，V5shop不仅
仅提供的是一套小程序系统，更有
落地的小程序运营落地服务辅导。
现已开展多期
“
小程序运营辅导高
级研修班”，至今已服务100多家企
业和门店共200多人次， 在实地走
访上百家企业和门店的回访中，受
到了广大客户的好评。

链接
V5shop小程序作为小程序
专家有小程序落地辅导服务，如
开设有
“
小程序运营辅导高级研
修班”和小程序运营操作培训。
V5shop提醒广大市民，拥
有一套小程序的正确步骤：
第一步： 注册小程序名称。
1.客户提供相关认证资质。 2.认
证费：300元，微信公司收取。3.认
证周期：7-10个工作日。 4.开通
微信支付，添加客服。
第二步： 开始制作小程序。
1.小程序相关后台功能开发。 2.
小程序店铺界面设计。 3.小程序
功能测试、安全测试、访问速度
测试。 4.制作周期10-15个工作
日。
第三步：提交相关资质进行
审核。 审核周期5-10个工作日。
第四步：小程序发布。 1.协
助开通
“
附近小程序”。 2.进行行
业分析并设置相关热门。
第五步：小程序交付操作培
训。 与服务人员对接，预约专家
到公司进行实操培训。
第六步：小程序运营操作培
训。 每月定期开展小程序运营实
操班。
第七步：小程序日常升级运
维服务。 根据使用情况，小程序
功能定期升级。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