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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匠心”引领商业创新
美罗城夏季峰会探讨新生态、新动能、新合作

! ! ! !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
!&#$

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如何直
面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月 #'

日，“!&#$美罗城夏季峰会”如约而
至。当天，上剧场内大咖云集，一同
探究面对当前整体经济形势下行，
商业环境低迷不振，实体商业触电
网购，同质化竞争激烈等新常态下
的新问题，展开“新生态、新动能、新
合作”为主题的商业论坛。
美罗城开业 #&周年时，曾召开

过一次专家论证会，当时业内有位
专家实地考察美罗城后，赋予美罗

城一个形象的标签———“马赛克经
济”。事实上，早在 #((%年完成项目
建设、开业招商之初，美罗城就确立
了“引进品牌、培育品牌、整合品牌、
形成美罗品牌”的品牌战略构想。多
年来，美罗城一直积极构建“生态商
圈”，通过把不同品牌、不同业态有
机组合起来，形成“共生、互生、再
生”的价值循环系统，体现美罗的
“生态优势”。

形态上，打造“街、道、廊、坊、
庭、院、网”立体化街区式购物中心；
业态上，形成美罗城“吃、喝、玩、乐、

逛”都市型一站式体验性消费结构；
内涵上，探索与实践“商业与文化相
结合”的发展模式，着力提升不同品
牌、不同业态的文化含量，形成品牌
竞争优势。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进
入新常态，商业地产面临着严峻的
形势。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小觑，
美罗城却仍然处于“上升通道”：净
利润连续 #&年呈两位数增长，!&#'
年再创历史新高，经济效益稳步增
长；!&#$上半年成功续评“上海名
牌”，又获颁“上海文艺地标”奖，品
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美罗城总经理徐春华回顾了美
罗 !&年的发展历程———始终把与
商户的关系定位在“商业合作伙
伴”，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房东与房
客”，无疑是美罗城构建“和商共赢”
的和谐生态的“制胜法宝”。
据了解，去年起美罗城就以“上

海名牌”五番街为引领，全方位导入
其特色服务。制定视觉形象、服务功
能及精神享受 )大方面标准，形成
仪容仪表、销售氛围、诚信经营等
#&项具体细则，通过商户参与，店
长监督、商场稽核三管齐下，以“匠
心”打造“六优”商场，强化“软实
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徐春华透
露，今年底明年初，美罗硬件调改即
将收官，随之而来的是“软件”的升
级。通过服务能级提升，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的物质

文化需求；通过创新“商业与文化相
结合”的模式，更好地创造消费、引
领消费，让消费者在品味徐汇人文、
体验商业文化的同时激发购买活
力，形成特色文化消费的盈利模式。

本次活动由徐汇区商务委、徐
汇区商业联合会指导，美罗城主办，
上剧场、中国农业银行徐汇支行合
作协办。当天，市政协经济工作委员
会主任张新生，区委宣传部、区商务
委、区国资委、徐家汇商城集团等领
导以及与美罗城合作的诸多品牌老
总代表济济一堂。从“品牌赢未来”、
“新经济时代，零售业的平台创新”、
“美妆零售业的新思路”等方面解析
商业发展与品牌、文化的关系，破译
不同背景文化的品牌企业如何共生
共荣，助推徐家汇商圈成为信息流、
思想流、品牌流的策源地。

! ! ! !位于漕宝路的徐汇日月光
中心（如图），预计 !&#$年底前建
成。项目建成后，集购物、餐饮、休
闲、娱乐、文化、景观和区域服务
为一体，这一精心打造环境优美
的“中心”，将为徐汇增添又一道
靓丽风景线。

雷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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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徐汇
区又一家基层工会工作站在普天信
息产业园诞生。今年，区总工会已先
后在龙华 !'**创意园区和普天产
业园建立起 !家基层工作站，并参
与滨江建设者之家等 !家群团工作
站的建设。
徐汇区总工会基层工作站在全

市各区总工会中属于独此一家，其
他区普遍称为“基层服务站”，只有
本区建立的称为“基层工作站”，服
务和工作这两个字的差异，其实背
后有着一番原因。据了解，区总工会
十余年来坚持走好工会工作“第一
公里”，大力推进世界 '""强、外资、
!'人以上企业依法组建工会。截止
到今年的数据，全区 +$(''家“实体
实地型”企业中，建会率和入会率分
别达到 %$,(!-和 %$,**!。
与此同时，随着每年有一些企

业关停转迁，而街镇总工会、园区和
企业工会普遍人力薄弱、资源缺乏、
经验缺乏等问题，造成原有的流失、
新建的乏力等现象，给工会组建这

项基础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和压
力。“所以区总工会筹划建站时，在
定位问题上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讨
论，甚至争论。”区总相关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最终根据徐汇实际情
况，确定为基层工作站，不仅要做好
服务，还要把组建任务充实起来。

记者从 !'**创意园区工作站
了解到，!'** 工作站辐射龙华、枫
林、斜土 )个街道的基层工会，由区
总派出干部担任工作站负责人，招
募配备了 )名工会社工。成立两个
多月来，工作站召开了社区工会干
部座谈会，走访社区、园区、企业，摆
问题，问需求，求共识，商讨运作模
式。在服务过程中让职工了解、走近
工作站，拉近彼此距离，参与活动的
职工人数也不断增多。在此基础上，
工作站跟企业展开耐心细致的宣传
动员，目前已促成 !家企业组建独
立工会，数十名小微企业职工加入
了园区联合工会。新成立的普天产
业园工作站也将辐射田林、虹梅社
区，助力基层工会建设。

走好工会工作“第一公里”
普天信息产业园基层工作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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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志莲 通

讯员 冯联清）
%月 +'日晚上七点

许，巴士二公司南站车队 *!( 路
!('号车从上海南站北广场出发开
往东海学院。当车辆临近老沪闵路
华东理工大学站时，车上站在靠近
前门的一名年约 '&岁的男乘客忽
然晕倒，他的妻子在旁呼救。当时正
值晚高峰，车上乘客较多，乘务员杨
培磊听到叫声后，挤到该名男子身
边，招呼临近座位上的一名男乘客
让出座，将该男子扶至座位坐下。

原来该男子患有冠心病，曾有
腔梗的病史，或许是因为气候闷热、
车厢内人较多，导致其晕厥。与驾驶
员徐亮沟通以后，小杨便拨打了
+!&急救电话，但高峰时段急救车
到达起码在 )&分钟以上，看着男子
的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情况十分危
急。小杨告知车上的其他乘客，在取
得大家理解，并通知当班调度员，请
示派车支援，安置车上的乘客们后。
小徐将车辆停到 *!(路华东理工大
学站，乘客们陆续下车后，便径直赶

往最近的大华医院。此时，该名乘客
已处于休克状态，他的妻子更是慌
了神，不知所措。
到达医院门口，驾驶员小徐熄

火后，立即冲下车向医护人员求救，
恰巧抢救用的平板推车正在使用
中，小徐见状立即拉着医院的保安
跑到抢救室找到了一辆小推车，于
是，他与医院保安一起将病人抬下
车，送进医院抢救。患者的妻子连声
道谢，并询问起小杨和小徐的电话
号码，却被两位朴实的小伙子婉拒
了。据悉，这名男乘客姓秦，由于送
医及时，现已脱离了危险。而从昏倒
到医院，( 分钟里上演的这场现实
版“生死时速”，令人感动。

乘客突发疾病晕倒

729路上演“生死时速”

中共徐汇区委宣传部领导：

我是一名本市患者，于今年
$

月至
*

月入住徐汇区大华医院肛

肠科。此次入院治疗，是我人生中

入住医院时间最长，病痛程度最

厉害，心理恐惧最强烈的一次，但

大华医院以曹雷主任领衔的肛肠

科全体医务工作者和护工阿姨给

予我精准治疗、尽心呵护，充分再

现人间大爱的点点滴滴，也让我

备受感动。

'

月，我由于肛周感觉不适，

自行去药店购买医治痔疮的药物，

!&

天过去了，巨大疼痛几乎分秒

不息。在此情况下，我死赖着不敢

去医院治疗的心理防线终于垮塌。

$

月上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第

一次走进了大华医院肛肠科门诊。

他叫姜健昌，他给我画了一张

病情来龙去脉的示意图。见着他那

个认真、仔细的劲儿，让我很感动。

第二张图是在拿到核磁共振结果

后，在他的医生办公室里，进一步

核实了他初次诊断时所画的。第三

张图是在手术的前一天，他将我叫

去，并以图示意，告诉我将进行怎

样的手术时所画。是姜医生的三张

草图，决定了我的去留。手术前，包

括手术后，我几次提出要给他意思

意思，但他一再拒绝。最后，他说：

“要不你选择其他医院；要不我收

下，把它打到你的医保卡里。”术

后，我从医护队员处得知的情况

是，伤情严重程度超过我的还没有

见过；当时手术创面打开后，有两

种方案有待医护人员抉择：一种是

大面积清除病灶，手术简便，但患

者承受更大痛苦，且康复时间久；

另一种是手术复杂，患者承受痛苦

较轻，手术创面小，且康复时间将

大大缩短。不容迟疑，以曹雷主任

主刀的医护人员果断选择了后者。

术后，一日两次的诊治和换

药，每每换药前，我浑身肌肉抽

紧，大出虚汗，肠胃无端紊乱，久

久不能自己。而每当我疼痛难忍，

呻吟、流泪时，总能听到医生边为

我诊治，边说，“好了，快好了，忍

一忍；不错，伤口恢复得很好，很

好，要坚持哟”……每当此时，让

我隐隐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我伤

口的周边，在轻轻地、轻轻地摩挲

着。顿时，有一种感动，和着我疼

痛的泪水，一起流淌了出来。曹雷

主任、姚瑜洁医生、李沁轶医生、

姜建昌医生、茅慧慧医生、于洋医

生，他们的名字无数次出现在我

的心中。

我记不住所有护士的名字，

但我知道她们护士长的名字。她

叫万菁，带出了这么一支极其优

秀的团队。同时，我还知道主管我

们病房的护士，她叫赵静。在我诊

疗和换药后，非常艰难移步至病

房时，每次她都会及时出现在我

的面前，协同护工阿姨将我扶回

病房的床边。要知道，她已怀有
'

个月的身孕。面对着她传递予我

的那份温暖，我无以为报。

住院期间，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物。她姓郭，叫郭维益，人们称她郭

阿姨。这么说吧，患者只要一入住病

房，亲人们就不用再陪护，每天的吃

喝拉撒，包括术后的服侍，以及医生

每日两次诊疗和换药前，患者事先

的药物浸泡、创口清洗及红外线理

疗等，全由护工阿姨包下了。也可以

这么说吧，阿姨
!.

小时都在你的视

线下，基本做到随唤随到。

我这次的住院经历，让我体

会到：医患是朋友，他们共同的敌

人是疾病；经过这次患难，在我看

来，医患不仅

是朋友，更像

是亲人。

患者：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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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大华”情 医患亲

! ! ! !今年 )月 !)日深夜至 !.日凌
晨，漕河泾三江路某小区、龙漕路某
小区连续发生 %起入室盗窃案件，
嫌疑人采用扳断防盗窗栅栏钻窗入
室实施盗窃，被盗物品以现金、首饰
及数码产品为主。
案发后，专案组经走访小区保

安，获悉案发当时嫌疑人曾经被数
名值班保安围堵，后翻阅围墙逃离
现场。专案组以该小区为中心，在周
边的医院、小区等主要出入口监控
开展检索，发现嫌疑人藏匿于医院
内，后于 !.日 '时 #*分许离开医
院，并在沪闵路一小区门口拦乘一
辆出租车离开。通过当班司机回忆
获悉，嫌疑人乘车至上海某星级酒
店附近下车，并步行进入酒店停车
场。在步行过程中，专案组发现嫌疑
人不时回头张望，在确定无人跟踪
后上了一辆停放在场内的灰色面包
车，数分钟后该车驶离酒店。侦查员
随后通过视频追踪，发现该车于当
天 $时 #$分从 /$&沪昆高速离开
上海，并于同日进入浙江宁波余姚
市境内。专案组立即安排侦查员至
宁波余姚地区开展工作，在当地警
方的配合下侦查员找到该车驾驶

员，经驾驶员辨认，明确多起案件中
的嫌疑人系当日上车人员。专案组
通过作案时间、作案手法、嫌疑人活
动轨迹等信息进行案件串并，发现
该系列案件与“)·#$”田林、虹梅系
列入室盗窃案为同一伙松散型钻窗
入室盗窃团伙所为。

)月 !*日 #%时 )'分许，专案
组在浙江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
在浙江省温岭市一村边小吃店将犯
罪嫌疑人拉马某尔黑（四川凉山
人）、孙子某孙洛（四川凉山人）、拾
叶某史日（四川凉山人）抓获归案。
经嫌疑人交叉讯问、黑车司机

辨认、视频轨迹等综合因素，明确犯
罪嫌疑人拉马某尔黑系“)·!.”漕河
泾系列入室盗窃案件嫌疑人。经进
一步审讯深挖、案件串并等工作，该
松散型钻窗入室的四川凉山籍入室
盗窃团伙自今年 )月起，先后流窜
于浙江杭州、宁波，后又窜至本市徐
汇、嘉定、青浦等区共计作案四十余
起（查证 !*起）。

日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徐
汇公安分局移送徐汇区检察院，不
日将提起公诉。

记者 王志莲

用时四天破获“百里盗案”
徐汇公安侦破跨省系列入室盗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