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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与加拿大国宝级表演剧团太阳马戏联

袂呈现的《X秀》跨界演出，与常规表演不同的

是，除了主舞台的精彩篇章，散落在商场各处的

艺术家们，也将随时上演跌宕起伏的故事。此次

活动中，上海港汇恒隆广场也在线上制作了配

合太阳马戏《X秀》的故事情节的互动小程序，

帮助消费者在理解故事情节的同时，还有互动

环节更能赢取喜茶等精彩游戏，从线上到线下，

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环节的亲身体验，来到现场

的消费者既是观众，也是演出的参与者。

艺术盛宴的背后，是双方一次次创意火花

的碰撞和匠心雕琢。太阳马戏团对高品质的追

求、对时下创新形式的探索，均与此次绮幻之

境的承载之地-上海港汇恒隆广场的品牌理

念不谋而合。上海港汇恒隆广场秉持

“GATEWAY TO INSPIRATION“精神，期

待为消费者点亮日常生活中的灵感，创造一个

充满惊喜与魔力、放飞想象的场所，将商场升

级成体验人文艺术的舞台。

商场内多家高端品牌也纷纷呈献玲琅满

目的独家精品、限量款式，重磅加码，众多顶

级的珠宝腕表品牌为配合此次活动同时带来

了多款限量的单品，呈现一场多彩的绮幻之

旅，一件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都值得来到现

场一饱眼福。

PIAGET的 Limelight Gala 系列，5 颗

沙佛莱石搭配 37 颗彩色蓝宝石，环绕在表壳

两侧，并延伸到表链的不对称表耳上。耀眼生

辉，令人目不暇接。将全国仅有 2件的典藏级

限量值珍品之一，惊喜呈现为尊贵的上海港

汇恒隆广场的顾客，闪耀相遇时光。

HUBLOT推出6款汲取苍茫宇宙的自然

灵感的BIG BANG系列腕表，从陀飞轮自动

上链黑色魔法金腕表到钛金彩虹腕表，均为上

海港汇恒隆特别限量和稀有款式，在沪上时髦

地标续写品牌经典传奇。

作为上海首店来自法国的高级珠宝品牌

MESSIKA描绘如童话般美好的瑰丽幻境，诠

释女性优雅柔美的灵动之姿，呈现出一幅关于

神话与传说的迷人画卷，特别带来Once Upon

A Time 高级珠宝系列———North Wind 项

链(钻石总重82.7克拉)，狂风骤起，铭刻颈间一

抹轻盈不对称的设计翩跹萦绕，生动展现梨形

切割的魅力。比利时奢华手袋品牌Delvaux

为商场带来两款限量包袋，采用稀有的皮料，

融合皇室御用的精湛手工艺和独特创意设计，

点亮秋日典雅时光。

罗杰 ·维维亚（Roger Vivier）品牌的

One Of A Kind系列，自推出以来凭借独特

比例、吸睛造型以及代表性钻扣，赢得都市优

雅女性的青睐。运用高级珠宝锻造工艺，辅以

丝绒、水晶和珍珠等珍贵材料点缀，已超越包

袋概念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拥有至高无上

的收藏意义与价值。同时，包括各大品牌都将

为顾客轮番呈现风尚好物，缔造缤纷精彩。包

括 LOUIS VUITTON 21 秋冬皮草系列、

GUCCI 100 特别系列、Jimmy Choo 和

Eric Haze 的“CHASING STARS”胶囊合

作系列、ARC’TERYX 始祖鸟的独家首发羽

绒风衣等等。

10 月 23 日，全场任意消费并成功积分

后，即可享受三倍积分，累计消费满额后，还

可用当日积分兑换现金礼券。现场同时也将

有精彩纷呈的满额赠礼及团购活动，为沪上

的消费者呈现惊喜与美好的艺术购物体验。

一场无与伦比的都市沉浸式嘉年华即

将璀璨开启，上海港汇恒隆广场邀您共赴一

场绮遇之旅。踏入其中，在缤纷灵感带路下，

魔都消费者将邂逅未知的惊喜和美好生活

体验。 （怡 薇）

上海港汇恒隆打造魔幻舞台联袂太阳马戏创排《X秀》
本周六邀您入戏共赴绮幻之旅

摩天轮、八音盒、旋转木马、马戏表

演……每个人心中都有温暖一隅留给这

些浪漫物件， 每当想起时仿佛理想中的

美好生活，又离自己更近了一些。

10月 23 日本周六，上海港汇恒隆广

场将联袂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创

排呈现一场绮幻之旅， 为消费者打造一

方流动艺术的奇幻氛围， 激发大家在繁

忙生活中保留的美好与无限想象。

这场盛大的旅程开启之时， 上海港

汇恒隆广场将化身成太阳马戏创排《X

秀》的舞台，配以不定时的精彩快闪、互

动巡游， 给予现场顾客绚丽宏大的震撼

体验， 加之各大品牌诚意奉上的缤纷礼

遇， 每一位莅临现场的消费者都将收获

非凡惊喜。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始终力求

带给消费者美好生活灵感， 通过多元化

艺术跨界，赋能徐家汇商圈活力，令时尚

且充满格调的生活方式触手可及。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全

天主持召开区委书记座谈会，围绕

系统谋划下一步工作新思路、新举

措和重点亮点特色，听取各区思路

措施和意见建议。李强指出，区委书

记肩负着推动一方发展、维护一方

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的重任，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

做人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对各方

面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在攻坚克难、

善作善成上发挥示范作用，不断锤

炼过硬的作风，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为全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履职尽责。

李强指出， 区委是 “一线指挥

部”，区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 要

胸怀“国之大者”，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

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上身

体力行、率先践行。要善于做人的工

作，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提高班子

整体效能，形成人心向上、人心思进

的良好局面。善于知人识人用人，用

其所长，避其所短，做到人岗相适。

善于听民意、解民忧，把抓发展与惠

民生结合起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持续推进民心工程， 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善于交朋友、 聚力量， 用好统战法

宝，真正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调动起来。 善于揽人才、用

人才， 有善当伯乐、 甘为人梯的精

神，拿出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

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

方， 让海内外优秀人才在上海干事

创业、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李强指出，抓工作，决心要大，

情况要明。 要对各类数据了然于胸、

保持高度敏感，善于掌握数据、分析

数据、运用数据，更好得出结论、找出

问题、服务决策。 要增强工作的预见

性，对重要政策出台、重要举措推出、

重大工程兴建的预期效果、各方反应

等要及时掌握、预判在先，真正掌握

工作主动。 要注重周密细致的谋划、

纲举目张的战略、 积极稳妥的策略，

把握本区功能定位、区位优势、禀赋

条件， 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发展，注

重做强优势、打造特色、形成亮点。更

好发挥 “头雁效应”， 一级带着一级

干。 遇到急难繁重的事情能担起来，

遇到千头万绪的事情能理清楚，遇

到新情况新问题能有效应对， 确保

打硬仗的功夫、解难题的本领、扛重

活的素质始终保持“在线”。

李强指出，要在“实”字上下功

夫，锤炼过硬作风，更好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要务实求实，讲话要讲真

话、讲实话，办事要办实事、求实效，

做人要做实在人、 老实人， 脚踏实

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

么问题突出就攻克什么问题。 多到

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

情况，问计问需于民。 要身到基层、

心到基层， 研究真问题， 真研究问

题。 要严格廉洁自律，心有所戒、心

存敬畏，行不逾矩、行有所止，守住

底线、 不踩红线。 坚持慎独慎微慎

初，自觉净化朋友圈和生活圈，坚决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认真管

好家属和身边工作同志。 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按规矩办事。要

坚定信念、涵养正气、挺起脊梁，自

觉用伟大建党精神和上海红色文化

滋养和淬炼自己，升华和提高自己。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做好换

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把人选关，精心

组织开好区党代会，起草好报告，绘

出好蓝图。要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

届风清气正。

李强强调， 要从严从紧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

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严

密的措施筑牢防线、把牢关口。持续

紧盯关键点关节点， 入城口要严格

把关，落脚点要严格管理，监测哨要

严阵以待。 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不放松，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织牢织密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

面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 做好安

全防范和应急管理各项工作。 要强

化源头治理，抓紧抓早抓小，努力把

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确保社

会和谐稳定、安全有序。

市委常委诸葛宇杰、朱芝松参

加座谈。

晨报讯 市委政法委昨天召

开视频会议，对第四届进博会期间

社会面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

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于绍良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

战的精神，继续以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态度，抓紧抓实抓细各项措

施，坚决完成好第四届进博会期间

安保维稳任务。要加强联防联控，

加大巡防巡控和驻点守护力度，提

高见警率、威慑力。要更好发挥

“一网统管”作用，强化突发事件

处置，提高应急联动响应水平。要

聚焦重点加强风险防范管理，进一

步落实责任主体、落实工作措施，

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

完善社会动员机制，共同构筑起社

会面安全防控的铜墙铁壁。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舒庆主

持会议。

共同构筑起社会面安全防控的铜墙铁壁

李强昨主持召开区委书记座谈会

善于听民意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晨报讯 10 月 21 日，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上海市代

表团来到云南省昆明市，与云南省

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

予波座谈交流，并共同见证沪滇两

地产业、教育、卫生、人才等一揽子

协作协议的签署。云南省委副书记

李小三出席。

龚正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

作和定点帮扶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东西部协作新结对任务，坚持

“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

与云南干部群众一道，全力以赴助

力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深化东西部协

作和定点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聚

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帮

扶重点，创新帮扶方式，进一步提高

帮扶综合效益；聚焦推动乡村振

兴，助力对口地区全面振兴，进一

步激发可持续发展能力；聚焦发挥

两地优势，把上海的市场、平台等

优势与云南的资源禀赋、自然条

件、区位环境等优势更紧密结合，

推动沪滇合作再上新台阶。

上海市领导彭沉雷，云南省领

导宗国英、刘洪建、王显刚参加座

谈。

推动沪滇合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