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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 

 

“垂直花园城市”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迎来七周年庆 
 

 

（2015 年 10 月 19 日 上海讯）自 2008 年 10 月正式开业启用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015 年

金秋十月喜迎七周年庆。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楼高 101 层 492 米，位于全球金融中心新地标—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

区，是集办公、观光、酒店以及餐饮零售等各类功能为一体的超高层综合开发项目，拥有能

够满足跨国企业需求的办公设施（7-77 层），世界最高的观光厅（共有 94、97、100 层 3 个

观光楼层，其中 100 层部分地面高度达 474 米，至今仍是获得“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的世

界最高观光厅），拥有 174 间客房并提供世界顶级服务的上海柏悦酒店（79-93 层），以及商

场餐厅等商业设施（B2-3 层）。 

 

 
 

七年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作为世界金融磁场，兼具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双重功能，

经济与文化、东方与西方、知识与潜能等多种“磁流”相遇、交汇，以其强大的磁引力，吸

引全球的信息和人士，创造潮流、产生影响，促成推动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并积极将其影响

力对外传播。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根据森大厦集团长年以来一直提倡的“垂直花园城市”构想来展现今

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理想形态，这是一个符合 21世纪高度知识信息社会，在高密度的空间里

也能实现良好环境的亚洲超高层城市构想。秉承了森大厦集团城市建设的三大使命，上海环

球金融中心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融入了更多的“安全与放心，环境与绿化，文化与艺术”，

它是一座被称为“城中城”的城市综合体，在这里感受安全、舒适和温馨环境的同时，也不

断充满新的惊喜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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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迎七周年之际，围绕着“安全与放心，环境与绿化，文化与艺术”这 3 个主题举办

的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内容包括：充满秋意的“脉”公共艺术项目、“大师带你学油画”艺

术课堂、京剧四大行当艺术档案展、第三届中日韩儿童友好绘画展等艺术活动；为白领提供

知识快餐的“聊遍环球”演讲活动、每月一次带来不同音乐享受的白领午间音乐欣赏会、万

圣节白领化妆舞会以及“家庭花园”等面向白领和亲子的活动；还有召集楼内办公租户及各

设施的工作人员共同参加的大楼防灾综合训练、楼内设施全体员工基础培训的表彰大会等安

全服务活动。此外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第五届“环球健康走”及柏悦酒店的第五届“上

海柏悦美食美酒盛宴”等一系列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欢迎关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感受别样的秋季。 

 

 
 

 

 

 

<艺术・展示> 
“脉”公共艺术项目 

为纪念开业 7周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于 10 月 19 日起举办以「脉 / Vein」为主题的公

共艺术项目。 

脉，是一种连贯的系统。这种系统生长于天地万物之间，形成某种链接的磁场。 

作为对自然秋日的敬意，把上海元素中梧桐树叶飘落的瞬间定格，通过叶子与雕塑、空

间与亭子的结合，营造出一个奇幻的公共艺术作品。 

艺术家刘毅一直探索并实践雕塑与设施结合的公共艺术语言，他以梧桐树的落叶作为雕

塑艺术形态并结合亭子的建筑功能为公众创作了这一公共艺术作品。同时他还特别邀请了六

位艺术家进行艺术小品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放置在“亭子”内，为公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带

来更丰富的艺术体验。 

这六个充满“秋”味的艺术小品与“脉”一起为这个时空带来全新的定义和表述，给予

秋天一种回馈和呼应。 

感受秋天与人类的链接、交流和共享，一起在环球释放“秋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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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19 日（周一）～11月 15 日（周日）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楼办公大厅 

“脉”创作与策划：刘毅 

“秋”艺术小品参展作者：孙晨竹、陆文卿、刘薇怡、杭汇涛、王晓群、蒋滢莎 

                        世纪星双语实验幼稚园、张馨匀、吴天丽、孙天惠、李子詹 

合作方：61CREATIVE 

支持方：上海创意工作者协会、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 

 

（现场图） 

 
 

 

 

“大师带你学油画”艺术课堂 

<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22 日（周四）、10月 29 日（周四） 18:30～20:30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讲师：管齐骏（著名画家） 

合作方：管齐骏艺术工作室 

参与方式：通过环球官方微信报名 

 

本次特别邀请到著名画家管齐骏来到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面向白领现场教学，以创作风景油画为主

题贯穿全场，通过“艺术讲解”、“导师示范”、“学

院现场创作”等环节为白领创造出一次与艺术零距

离的亲身体验。 

带上创意和激情，与艺术家一同感受艺术、尽情发挥，留下一件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 

① 莫奈的印象世界（10月 22 日） 

② 梵高心中的麦田（10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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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大行当艺术档案展” 

为弘扬中国国粹京剧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在 2 楼圆形广

场举办“京剧四大行当艺术档案展”，这也是今年陆家嘴金融城文化节的活动之一。 

本次展览以介绍京剧的四大行当（生、旦、净、丑）为主要内容，分为“谈古论京”、“传

京论艺”、“舞台京华”三个部分，钩沉京剧发展历史，介绍京剧行当知识，再现京剧舞台场

景，展现京剧艺术魅力。 

展览期间还将特邀上海京剧院演员亲临现场表演京剧经典片段。同时展区还设有生动活

泼的互动体验区，观众们可以和可爱萌动的京剧卡通人物亲密合影，在享受中国传统艺术的

同时舒缓压力、放松心情，希望古老而神秘的京剧艺术能给金融城带来全新的文化活力。 

 

<具体内容> 

时间：11月 2日（周一）～11月 11 日（周三）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合作方：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浦东新区文广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 

 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上海京剧院 

 

 

 

“第三届中日韩儿童友好绘画展” 

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少年儿童通过绘画这一无声的艺术表现形式，共同讴歌人性的

至善至美，描绘和平世界的幸福画卷，促进三个国家少年儿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面向

未来、增进友谊。 

 

<具体内容> 

时间：11月 13 日（周五）～11月 24 日（周二）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合作方： （中）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福会少年宫 

 （日）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社会教育团体碧波会 

 （韩）釜山国际交流财团 



 5

支持方： 中国福利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文化・互动> 
 “聊遍环球”SWFC Insights 

创办于 2012 年 4月，每月定期为白领送上“知识快餐”的人气活动“聊遍环球”继续送

上精品演讲。 

作为“任何人都能说的 Talk Show”、“任何人都能看的 Talk Show”，“聊遍环球”采用了

“PechaKucha”的快速演讲形式，运用 20张 PPT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想法或见闻，每张 PPT

只有 20 秒的说明时间。在这里，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不同国籍的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在这里，

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体验，通过交流充实自己的生活。 

 

<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28 日（周三）、11月 25 日（周三、英文专场） 18:30～20:00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白领午间音乐欣赏会” 

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指导和推动下，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联合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管委会和上海轻音乐团从 2014 年 11 月起每月推出了“白领午间音乐欣赏会”，该活动以

小陆家嘴白领为主要服务对象，使青年朋友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感受音

乐和艺术的魅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 11场各类音乐会，类型涵盖了男声合唱、钢琴演奏、

爵士、铜管乐、无伴奏人声以及竖琴演奏等。每次都能聚集数百名白领前来现场聆听、观摩。

10月份将带来的是“流金岁月，上海老歌”的经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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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29 日（周四）、11月 26 日（周四） 12:00～12:50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家庭花园”Family Garden 

每月一次的“家庭花园”亲子活动自举办以来一直

广受好评，2011年6月至今已经持续举办了四年有余。本

次的“家庭花园”正值万圣节期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将策划推出多项结合万圣节主题的亲子活动和游戏，还

有更多万圣节相关的有趣的DIY体验活动。 

此外，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各种职业体验活动也在

等待着他们。期待小朋友们光临环球，共享欢乐。 

 

<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31 日（周六）、11月 1日（周日） 

10:00～17:00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万圣节白领化妆舞会 

万圣节前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特别推出面向白领的“万圣节白领化妆舞会”。白领们

将带上主办方提供的面具，通过游戏互动来发散个人魅力，在欢乐的气氛中邂逅心仪的TA。

现场还有精美伴手礼以及幸运大抽奖环节，将会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相亲交友活动。 

 

<具体内容> 

时间：10月 30 日（周五） 19:00～21:00 

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楼圆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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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服务> 

“防灾综合训练” 

时间：10月29日（周四）14:00～15:30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每年都会组织防灾避难演习训练。2015

年防灾综合训练将于10月29日下午2点开始举行。演习训练由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防灾中心、管

理运营部以及物业管理总包（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组织专门指挥部进行全面策划和

指导，将动员楼内办公租户和相关设施工作人员参加，通过严密的报警系统、消防设备联动

准确定位火灾形势，迅速的人员撤离和专业的灭火、救援等行动使大家对楼内的避难路线和

消防设施等有具体的了解，从而提高自救及遇险整体配合的能力。训练内容还包括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专职消防队进行的训练演习（2010年初成立，是上海市第一批专职消防队），搜爆犬

的搜爆和搜人表演，另外还有烟雾体验、灭火器灭火训练、心肺复苏AED演示等。 

今年的虚拟着火点设置在71楼的租户办公室内，模拟真实火灾状况。同时，还将在1楼外

围增设一个分会场，动员更多租户参与其中，进行烟雾体验和灭火器的使用。 

 

（往年训练现场照片） 

  
 

  
 

 

楼内设施全体员工基础培训表彰大会 

大楼从 2008 年开业以来,本着“热诚、专业、团结”的培训宗旨，先后对大楼服务人员

开展了全体员工基础培训、无障碍设施基础培训、商业员工消防培训等，共有超过 8400 人次

参加了各类培训。 

每年，大楼会挑选培训表现突出且工作勤奋、服务优质的员工进行表彰。2015 年表彰大

会暨第七次楼内设施全体员工基础培训的表彰大会将于 10 月 27 日（周二）下午举办，在简

短却隆重的颁奖仪式之后，各位优秀学员还将逐一展示各自的才艺，包括搜爆犬表演、现场

甜品制作、酒店大厨手艺大比拼等。 

今后，楼内各个工作岗位的员工将团结一致、发挥培训所学，为楼内客户提供更加热忱

和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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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表彰式） 

  
 

 

 

 

 

 

《Hi Life》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内刊  

以开业五周年为契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 2013 年 10

月推出了首本内刊杂志《Hi Life》，《Hi life》既代表了

向美好生活的招手，同时“Hi”与“High”谐音，也寓意

了这本内刊杂志是出自于上海目前最高地标性建筑---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以及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12 月，《Hi Life》第五期即将面世，敬请期待。 

 

（右图：《HI LIFE》第四期封面） 

 

 

 

 

 

 

 

 

<观光厅> 
2015 RAPIDO 环球健康走 

100 层！474 米！2726 级台阶！拥有全球登楼赛事中最多台阶数的“环球健康走”于 10

月 18 日（周日）迎来第五届比赛。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

国家的近千名选手前来参赛。 

“环球健康走”一直以来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与好评，成为了重阳节前后家喻户晓的登高

活动。每届比赛的报名都非常踊跃供不应求，今年更是扩大规模，无论在人数还是形式上都

有增加和突破，尤其是外国友人和白领人数不断增长。 

本届比赛设置了“专业组”和 “健康走组”两个组别，其中“专业组”共 300 人，“健

康走组”共 600 人。不少运动爱好者已经成为“环球健康走”的忠实粉丝，每年都会参与检

验自己一年来的成果和进步。 

最终，来自中国深圳的欧家敬以 16 分 56 秒的成绩打破男子组纪录获得第一！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总经理星屋秀幸为专业男子组前三名颁发奖牌、证书及大楼模型纪念品。女子组第

一名由来自日本的加藤美代以 25分 32 秒的优异成绩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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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届的“环球健康走”活动都为广大热爱运动的朋友搭建了一个强身健体、挑战自我

的平台，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与好评，本次“环球健康走”同样以健康与挑战为主题，鼓励人

们坚持运动保持健康体魄，并且勇于挑战自我。今后环球观光厅将会继续举办更多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好玩有趣的登楼比赛，关注观光厅的官方微博、微信及网站即可获取最新信息。 

 

  
 

  
 

 

 

<酒店> 

 “上海柏悦酒店美食美酒盛宴”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上海柏悦酒店将举办第五届美食美酒盛宴。秉承年度美食

美酒盛宴向能人巧匠们致敬的传统，今年上海柏悦更云集了闪耀的世界级巨匠，明星阵容包

括：来自法国米其林餐厅主厨 Pierre Gagnaire 先生，Emmanuel Renaut 先生，Akrame Benallal

先生，以及被 S.Pellegrino 50 Best Restaurants 评选为 2014 年度亚洲最佳女主厨的陈岚

舒女士。相信名单中任何的一个名字都足以使每位美食鉴赏家趋之若鹜。盛宴期间，更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各类顶尖艺术大师们齐聚一堂，主持指导各种别开生面的大师课堂。如此精彩

纷呈的年终活动尽在上海柏悦酒店美食美酒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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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万圣节期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商场的多家店铺将推出特色活动和餐饮，蓝蛙、爱玲和

小小运动馆将举办万圣节派对，而檬舒舒、马小姐和 ABC 料理工作室则将销售万圣节特色食

品。 

此外 11月 1日～11日，环球各大商户将带来大力度的促销活动，“多彩 11.11 拥抱魔都

金秋，带你畅游秀色环球”。 

 

 

<其他> 

积极投身公益--粉红丝带点亮环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秉持“安全与放心”、“环境与绿化”、“文化与艺术”这三大使

命的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每年 10月正值宣传防治乳腺癌的“粉红丝带月”，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也积极参与其中，利用大楼的独特设计和高度优势，在 10月 24 日（周六）～26日

（周一）三天，环球楼身 LED 将变身为粉色，并且会将“粉红丝带”这一标识映射在楼身上，

以呼吁社会加强对这一全球性公益活动的支持。 

 

   
 

 

 

 

 

 

 

 

 

活动信息可关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官网：www.swfc-shanghai.com 

或官方微信：swfcinsights 

 

 

【媒体联络】 

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 

城区综合运营部 媒体宣传科 

Tel：86-21-3867-2288 （潘、姚、徐） 

E-mail: mr@mori-build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