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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天弘

晨报讯 昨天 8 点，经过两
年多的建设，青浦区复兴路北延伸
正式开通，直接对接昆山曙光路，
毗邻而居的居民期盼已久的愿望
终于实现。更令市民高兴的是，复
兴路北延伸工程通车后，昆山毗邻
公交 C6调整为示范区 6路，由周
庄客运站出发，途经锦溪、淀山湖
至东方绿洲站。示范区 6 路车每
日发车 17 班，班次间隔 40 分钟

到 60分钟，票价为阶梯票价，每 6
公里一元。示范区 6路将周庄、锦
溪、东方绿舟等旅游景点串联成
线，进一步方便居民出行旅游。
一直以来，“断头路”给地处

青浦和昆山交界处的市民带来不
小影响，朱家角镇的复兴路就是其
中之一。记者从青浦区了解到，位
于青浦区西部朱家角镇、向北和昆
山市曙光路对接的青浦区复兴路
北延伸工程昨天正式通车。继盈淀
路、东航路后，青浦区又一条省界

“断头路”打通了，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2021 年交
通工程交出首张“满意答卷”。
据介绍，复兴路北延伸新改建

工程北起江苏省界、接昆山市曙光
路，南至淀山湖大道，接现状复兴
路，全长约2.12 千米。其中昆山区
域内曙光路改造长度约 0.11 千
米，青浦区域内复兴路长度约
2.01 千米。工程道路等级为城市
主干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40 千
米，红线宽度为 32 米。工程建设

规模为双向四快两慢，主要道路、
桥梁及相关附属工程等总投资约
3.36 亿元。项目无缝对接昆山曙
光路工程，是示范区生态绿色、一
体互通的生动实践。

本项目的顺利贯通将青浦区
“青西三镇”朱家角镇、金泽镇、练
塘镇与昆山淀山湖镇之间建立起一
条快速通道，形成淀山湖交通环路，
推动世界级湖区水乡古镇文化休闲
和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更好
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加速发展。

晨报记者 李晓明

春节期间，上海市消保委发布
了 《春节长假期间投诉情况分
析》，其中关于电影票无法退改、
误操作购买电影票联系客服无果
等问题引发社会热议，上海市电影
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相关电影票务
平台对此也格外关注。近日，上海
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北京
猫眼文化传媒公司分别以视频连
线、现场沟通的方式与市消保委主
动对接，并提交了书面优化方案，
表示将改进服务。

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以
78.22 亿元成绩创下纪录，但电影
票务服务相关投诉也大幅上升。据
上海市消保委统计，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全市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266件，其中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类投诉达到 172 件，占所有投诉
类别之首；在此类投诉中，电影票
及影院放映类投诉达到 122 件，
占比最大。

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三
类：购买的电影票无法退款或改
签、误填信息联系客服无果、通过
平台购买的电影票无法兑换等。比

如，有的消费者通过在线票务平台
购票时，选错了电影院或场次，立
即希望退票或更改，却遭拒绝。还
有的消费者提前通过在线平台买
票，但在观影当日因故无法前往，
提出退改要求也遭到拒绝。
对此，上海市消保委指出，目

前电影票务平台对相关规则的公
示不够显著、清晰，尤其是针对退
改签政策，依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
协会《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
的通知》的规定，应采用弹窗提
示，敦促票务平台严格落实。
同时，针对春节投诉中消费者

集中反映的误操作退款难、影院与
平台方相互推诿、自助退改页面待
优化、客服响应慢等问题，上海市
消保委对票务平台提出了五点建
议。一是优化票务信息提示，如加
粗字体，位置更显著；二是推出
“影院、影片、场次”等信息二次确
认，减少误操作可能；三是采取切
实措施，确保电影院和票务平台在
相关政策上的统一性；四是畅通自
助在线退改签渠道，优化消费者体
验；五是配备充分的客服人员，合
理配备机器人客服和人工客服的
比例，妥善处置相关投诉。

记者 唐 玮

晨报讯 在滴水湖畔欣赏
湖光水色品尝米其林美食、不用
出国就能体验正宗的日式二次
元风格温泉馆、在全国乃至全世
界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游玩
……这些将都能在上海的临港
体验到！
临港新片区商文体旅战略合

作集中签约仪式日前举行。签约
仪式上，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
限公城集团分别与中旅风景、中
旅商管、文广演艺、融创文旅、浦
江荟餐饮、百胜中国、迪卡侬、极
乐汤、耀华教育等 26 家知名品
牌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项目涵盖临港新片区商业、文
化、旅游、体育等多元产业，涉及
滴水湖北岛、环湖 80 米景观带、
城市公园、星空之镜、港城广场、
港城新天地等临港新片区重要商
业旅游地标。

签约项目项项重磅。比如，
海昌海洋公园将与港城集团共
同合作一处以东方海洋主题为
特色的主题文娱商业综合街区，
该地块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将
引入商业区、温泉特色主题度假
酒店等。
东方海洋项目日本运营方介

绍，该项目位于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正门对面，未来在这里将会买
到日本进口商品，可以吃到筑地
市场般的海鲜料理，可以感受二
次元文化氛围，更有纯正的日式
温泉康养体验。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绍君介绍，长远来
看，海昌将建 155 公顷海洋主题
乐园，完成后将是目前海昌海洋
公园的 5 倍之大，或将成为全国
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题乐
园。

极乐汤（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俊表示，将在临港开
出上海第 8 家门店，预计将于今
年 10 月左右开业。“基于临港
充满活力、年轻化的消费市场，
我们将引入秋叶原温浴模式，这
在全国都将是首家。该模式更加
新颖，富有秋叶原二次元风
格。”
一直致力于做米其林餐饮的

上海浦江荟餐饮集团表示，本次
计划在滴水湖环湖景观带 E 区
打造临港新城的第一家米其林标
准餐厅，餐厅将以粤菜、本帮菜的
融合菜菜系为主，预计 2022 年
开业。“餐厅将做成传统四合院
的风格，为来临港招商引资的客
人提供需求。”上海浦江荟餐饮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豪介绍
道。

除了商业项目，本次也有
众多文化体育项目。

已经在临港开办一所涵盖
小学初中课程国际学校的耀华
教育表示，此次将在港城广场
四期开办建筑总面积预计为
6000 平方米的幼儿园项目。上
海耀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章段介绍，该幼儿园预计于
2023 年开学，设置 12 个班，预
计招收学生 400-5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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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将建 155公顷海洋主题乐园
建成后将是目前海昌海洋公园的 5倍之大

电影票无法退改？ 客服电话无人接？
淘票票和猫眼回应市消保委：将进行优化

北京猫眼文化传媒公司回应上

海市消保委： 将落实电影行业协会
弹窗提示， 对影院是否支持退改签
政策进行明确的弹窗提醒， 保护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在电影高峰

档期，如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等，
扩充客服人员， 保障及时解决客诉
需求。 同时还将与影院就退改签政
策一致性、 自助改签通道等方面进
行沟通协调，优化消费者体验。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表示，将优化平台功能，增强客服力
量，切实保障消保委合法权益。

在优化方案上， 淘票票表示将
做好观影高峰期的客诉需求， 预估
来访量，提前储备人力，做好预案。
提高客服人员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效

率，用好退改签自动通道。在影城不
支持退改签的前提下， 消费者也可
以联系淘票票客服人员， 客服会协
助消费者联系影城进行协商， 最终
以影城答复结果为准。 同时强化用
户购票前后重要信息提示， 包括退
改签政策等，保障用户知情权。

淘票票

猫眼 落实弹窗提示，高峰期扩充客服

对于电影票务投诉问题， 上海
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表示，目
前不支持退改签的电影院在与票务

平台的系统对接上， 相关规则公示
确实不够清晰， 将积极推动本市电
影院作出进一步优化。

下一步， 上海市消保委将加强
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的

沟通对接， 持续跟踪票务平台的优
化升级措施， 并做好相关投诉处理
工作， 推动本市电影票务行业更加
持续健康发展。

昨日，复兴路北延伸正式开通。 /受访方供图

做好预案，用好退改签自助通道

行业协会 推动本市电影院作出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