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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出摩登新花样

神秘的科技实验室、 全球首发的创新产
品、 温馨多元的德国小屋……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如期而至， 作为全球领先的科
技厨房解决方案供应商， 德国米技已经连续
第四年亮相进博会。

本届进博会上，米技携“新朋友”与“老伙
计”一同闪亮登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集
成平板烟灶。Star 5 Plus Domino 德国制造五
系多米诺高级感应灶与下吸式烟机组合，满

足用户个性化定制组合的需求， 释放更多厨
房空间的同时，使厨房空气保持清新舒适，智
能化操作方便快捷。

丰富现场活动展现米技特色
除了全球首发和致敬经典的新品发布外，

米技在进博会的展台形式也颇具亮点，以多元
丰富的特色活动向观众诠释米技的烹饪文化。

情趣烹饪生活区、嵌入式整体厨房区、温
馨家庭区……根据米技各个系列产品不同的
功能和特点，搭配组合成不同的应用场景，构
成了本届进博会上具有米技特色的“德国小
屋”。 在这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烹饪需
求选择不同的场景， 亲身体验米技的明星产
品。 米技以场景化定制为理念，帮助消费者挖
掘更多产品应用场景， 为不同的客户群体提
供“人性化 +科学化”的场景定制，让消费者
不必陷入选择困难，轻松享受烹饪乐趣。

1934年夏日的某一天，摄影师陈嘉震轻按
快门，一张传世照片由此诞生。 他的镜头前，是
彼时最富盛名的八大电影明星：袁美云、陈燕
燕、王人美端坐前排，叶秋心、黎明晖、胡蝶、阮
玲玉、徐来立在身后。8 位女星如 8 朵盛开的鲜
花，娇艳欲滴，各有风情。 在那个百花齐放的年
代，渐成气候的明星制度已是电影工业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电影业与现代印刷传媒业紧密合
作，8 位女神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

日前， 世博源联合申活馆以及上海电影
博物馆复古呈现了一场名为 “摩登 FUN 生
活” 的电影展， 通过展出八大女星的电影作
品、时尚大片、生活方式，从尘封的历史资料
中，带观众回到那个摩登时代。

听大咖聊电影
除了静态的历史资料和照片以外， 现场

还轮番放映了经典电影《神女》及《马路天
使》， 并邀请到众多大咖出席电影文化论坛：
资深媒体人黄飞珏与简昉与大家共同探寻
“电影中的摩登生活范儿”，两位嘉宾解析上
世纪 30 年代女性时髦穿搭和新兴生活方式，
从老电影出发重新定义“女神范儿”；申城自
媒体人 G 僧东与沪语童谣唱作人王渊超，用
年轻人的眼光看上世纪和当下的摩登生活。
现场， 不少年轻人都被王渊超的弹唱歌声及
G僧东所说的上海故事所吸引，驻足欣赏。

在近日举办的 “构建未来想象———2021
TOD 商业发展论坛暨天空之城商业案名发
布会”上，揭晓了上海万科天空之城商业的案
名———上海天空万科广场。 其品牌视觉标识
在延续万科广场大风车的形状上， 采用更富
质感的金色为其视觉效果， 展现出上海天空

万科广场作为城市级 TOD 商业的定位“优你
而建”，以更优的商业场景和服务品质，陪伴
消费者共生长。

诸多首店纷纷入驻
目前， 上海天空万科广场已经完成主力

店签约及 70％以上的品牌招商工作，引入了
升级版、旗舰版等具备明显特色、自带流量、
多元业态功能的特色品牌。 主力租户中，高品
质影院品牌 CGV、儿童乐园头部品牌 NEO-
BIO 奈尔宝、 新零售品牌盒马鲜生以及将会
拥有 12 米挑高空间打造集蹦床、攀岩等多种
室内运动娱乐项目为一体的弹力猩球超级运
动中心均为区域首店品牌，值得期待。

发现地：世博源 “摩登 FUN 生活”电影展 发现地：德国米技 打造新中式厨房

亚洲乳业巨头伊利股份战略入股羊奶粉巨
头澳优乳业，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这是在伊利
集团和澳优乳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获得的信
息。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未来，伊利将充
分发挥在规模、品牌等方面的优势，赋能澳优的
长期健康发展，并与澳优携手开拓奶粉、乳制品

乃至健康食品行业新格局和新可能。

打通营养品赛道
此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澳优而言，伊利的全

产业链竞争优势及丰富的管理经验都将成为其
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助力。 而澳优的稳健增长
有利于伊利快速完成奶粉行业的战略布局。

澳优不仅在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具有较
强竞争力，在营养品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布局。
澳优多年来深耕保健品、益生菌，逐步成为了
覆盖全年龄、 全生命周期的高端营养品及营
养健康服务公司。 而伊利正在向健康食品集
团迈进，双方优势资源整合后，伊利将进一步
打通营养品赛道。

发现地：上海天空万科广场 塑造 TOD 商业实践样本 发现地：伊利 乳业龙头入股羊奶粉巨头

（广告）

汽车人集合就绪
各变形小队队员早已准备就

绪，“小队集结”、“躲避追踪”、“变
形出发”3轮比拼，发挥才智，积攒能
量值！准备好了吗？与他们一起解锁
变形新技能，与汽车人并肩战斗！

活动日期：
11月 6 日【变形金刚变形大师赛】
11月 7 日【变形大师赛专场体验】
活动时间：13:30-15:30
活动地点：2F�泰康区
（具体时间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汽车人变形出发

前方高能预警，汽车人“大黄蜂”
亲临变形大师快闪店， 变形金刚现场
见面会，与偶像亲密接触的机会来啦！
炫酷来袭，零距离互动，还原变形金刚
霸气走姿，耍宝卖萌也不在话下。
活动日期：11月 6日 -7日
（具体时间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变形大师快闪店

沉浸式的变形金刚主题快闪
店， 回忆杀的威力当然不止模型一
项，镌刻在脑海里的画面，在这里真
是分分钟被吊起，也许下一个拐角，
就是你心永恒的一幕！
活动日期：11月 6日 -12月 5日
快闪店位置：1F�泰康区
（具体时间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T 台之星

倒计时！ 将有一场少儿走秀，
燃爆整个童心，赶紧带着潮娃约起
来，秀出不一样的自己。
活动日期：11月 13日 -14日
活动时间：14:00-15:50
活动地点：2F�泰康区
（具体时间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双十一大促 + 店铺开业福利大
揭秘 双重福利暴击，掀起新浪潮

上海日月光即将放大招，双十
一大促＋店铺优惠，真的很哇噻啊！
千券齐发，好礼送不停，更有一大波

新店入驻， 全场优惠叠加， 福利
Buff加成，吃喝玩乐，一站尽兴！
泰康区狂欢双十一大促，千券齐发，
惊喜强势来袭

抢券日期：11 月 3 日 -14 日（数量
有限，抢完即止）
使用日期：11月 6日 -11月 14日
领券方式：关注【上海日月光中心】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焕
新升级”，立即参与！
券值：1.� 100元团 200元

2.� 300元团 500元
规则：1. 每个用户 id 限购 2 张；2.�
每单限使用 2 张；3. 不同面值的现
金券不可叠加使用；4. 仅限泰康区
指定零售商户使用（店铺开业福利
详见右图）

上海日月光中心泰康区焕新开
业，打卡吃喝玩乐新地标，进击的变
形金刚不要太酷，百分百宠爱礼遇，
双重福利拿到手软，还不速速抢！

重磅预告！ 上海日月光中
心泰康区焕新升级，即将于 11
月 6 日重磅开业！ 届时变形金
刚变形大师赛以及变形大师快
闪店， 将重磅登陆， 能量值爆
棚，冲破次元，共为上海日月光
中心打 CALL；双十一期间，泰
康区更有双重福利暴击， 惊喜
加倍！ 100 团 200、300 团 500，
千券齐发， 宠粉无极限；N+潮
流品牌开业福利大揭秘， 惊喜
不停！ 狂欢不断！ 就等你来啦！

火爆 IP 登陆日月光
潮酷达人请就位

重磅预告丨人气担当“大黄蜂”即将空降上海日月光中心,
更有泰康区焕新启幕双十一狂欢福利加倍！ 惊喜指数 200%

泰康区焕新升级，店铺开业福利提前大揭秘

上海日月光中心
黄浦区徐家汇路 618 号
地铁 9 号线打浦桥站直达

部分产品每满 2000 元立减 200 元， 以此类
推；可与商场活动同时叠加使用

同心袜厂 全场短袜 99 元 3 双（含原价 39 元和 49 元）

编号 300团 500 优惠活动
10
11
12
13
14
15 Skechers Kids 全场货品两件 88 折、三件 8 折

大牌护肤名品 8/8.5 折活动，小样精选满
减活动，面膜特价套组！ 惊喜套盒折上折
折后实付金额满 1000 元送韩国进口保温
杯一个价值 368 元
全场折上 5 折起，实付 988 送精美小夜
灯，1488 送蓝牙音响 1988 送美容养生
壶，2688 送潮牌拉杆箱

21
� �

编号 100团 200 优惠活动
1 回 力 消费使用团购券赠指定商品
2 M1&M2 满 300 元减 30，可与本场活动叠加使用
3
4

8

花在花园里

BEAUTY CHOICE

FIZZ IN BLUE

华熙 QUADHA 夸迪

FILA Kids

2平米

16

17

18

19

ACTREE 11.11-11.14 会员 9 折，三件 8 折
萱子 SHINE 全场 5 折

一次性消费满 500 元享 9 折
一次性消费满 1000 元享 8.5 折

6 �Culture Matters 指定鞋款 8 折
7

9 尤尼可 --
娃娃总动员 200 元 320 个游戏币+2 张必中卡

MLB 消费满 1000 元减 100 元（可叠加）

爱婴室 尿布 6 折起

指定产品 3 件 85 折，满 3980 元送 20 寸拉杆箱一个
New Balance Kids 部分商品 2 件 85 折，折后满 699 送限量雨衣
SPRAY GROUND 全场 2 件 7 折

MingSi 折后满 1111 减 200
20 Nerdy 全场 2 件 7 折

部分商品 8 折，购买桌椅套餐送 598 元星源台灯

Luolai kids2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