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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也将于今年 10 月 25 日迎来开业 10 周年纪念日。25 年前，森大厦株式会

社（以下简称“森大厦”）正式加入中国经济建设的行列，1996 年由森大厦

在中国开发的第一栋大楼――“森茂大厦”在大连竣工开业。森大厦在与上

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沟通交流之后，在充分理解浦东

开发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作出了投资浦东

的决定，于 1998 年和 2008 年分别建造了“恒生银行大厦”（原名：上海森

茂国际大厦、汇丰大厦）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两栋地标建筑。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立足于“世界金融磁场”这一理念，在“安全安心”、

“文化艺术”、“绿化环境”这三大使命方面不断努力，在信息和人才方面

持续提高“吸引力”，推动时代新潮流，积极发挥对未来的影响力，不断为

上海和浦东的发展作出贡献。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满足企业的办公需求，打

造了高标准高品质的办公空间，多年来得到租户的高度好评，开业 10 年后的今天,办公楼（7F-77F）出租率依然保

持接近满租的良好状态，越来越多的著名企业、人才、信息和资源汇聚在这里。观光厅（94F、97F、100F）开业 10

年来共接待了近 2,000 万人次的观光游客，成为一处著名的地标景点。拥有 174 间客房的上海柏悦酒店（79F-93F）

10 年来为近 60 万客人提供了优质和温馨的服务。商业设施（B2F-3F）为楼内白领、观光游客及周边居民等提供精致

时尚的商业服务和国际化的生活方式。 

 

为了持续提升这座“城中城”的魅力，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积极贯彻城区综合运营的理念“创建城区、培育城区”。

10 年间，在努力为客人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活动的同时，积极为浦东陆家嘴的发展出谋划策，参与陆

家嘴二层步行连廊的建设，引入绿色第二人工地面和设计理念，实现人车分流，提高了城区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并

且通过亮丽的造型及灯光设计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观光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地区潜力和魅力。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2018 年高层建筑+都市人居峰会”（CTBUH 2018 TALL+URBAN INNOVATION 

CONFERENCE）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荣获“十年成就奖”（10 Year Award）。这是一项全球性的评选，由世界高楼

协会发起，表彰在推进高层建筑和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杰出贡献和最佳表现的建筑和个人，涉及高层建筑创

新、城市空间规划、建设先进技术应用，特别是持续性的运营管理等综合性评价。这项荣誉是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年来坚持不懈贯彻“创建城区、培育城区”理念的全面肯定，在开业 10 周年之际得此殊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今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将在设施设备和运营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功能性提升，并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纪

念活动，继续为客人营造安全、温馨的环境，打造高标准的舒适空间。2018 年 5 月 10 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纪念摄影展――飞翔”已经拉开了一系列的 10 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吉卜力中国官方首展即将开幕，10 周年摄

影大赛参赛作品征集中，之后敬请期待夏季和秋季的精彩！ 

 

值此 10 周年之际，谨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各级政府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深深的

感谢。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迎来开业 10 周年纪念>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荣获 CTBUH＂十年成就奖＂ 

吉卜力中国官方首展即将开幕、10 周年摄影大赛参赛作品征集中 

2018年 6月 19 日

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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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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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徐）  E-mail：mr@mori-building.com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活动简介＞ 

①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摄影大赛-“十年创建 十年成长”摄影大赛 

② 「World of GHIBLI in China」吉卜力中国官方首展即将开幕 

③ 搜爆犬退役仪式 

④ 上海・浦东・陆家嘴发展轨迹展-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纪念特展 

⑤ 【ART AQUARIUM in 上海】-“锦鳞・溢彩”凌空金鱼艺术展 

⑥ 突发事件处置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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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营造安全、舒适和温馨的环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每年有近 1,000 万人次到访，是人流高

密度聚集地。为了持续营造安全、安心的环境，自 2008 年开业

起，大楼每年在秋季举办全楼人员参加的防灾综合训练。2008

年开业首年仅有 19 家企业共 617 人参加，发展至 2017 年共有

79 家企业 2,000 多人参加，大大提高了租户的安全意识和逃生

技能。为此，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于 2014 年、2016 年分别获得

了由浦东新区消防安全委员会颁发的“浦东新区消防工作先进

单位”和“浦东新区消防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并于 2016

年获得了上海市消防队颁发的“上海市志愿消防队值班备勤先

进集体”殊荣。 

 

 

每天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内辛勤工作的还有一群“特殊工作者”――搜爆

犬。为了给每一位客人提供安全、安心的环境，大楼配备了搜爆犬，保障楼内

的日常安全。10 年间共有 44 条搜爆犬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安全出过力，有

8条于 2013 年以后退役。  

  

为了给客人提供亲切、专业、高品质的服务，从开业伊始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就建立了全体员工基础培训体制。培训对象涵盖大楼各个设施，包括观光厅、酒店、保安、保洁、咨询台及商业

设施等。10 年来，大楼始终将“热诚、专业、团结”的服务理念贯穿在培训中，通过服务技巧的学习，现场观摩、

短片教学、角色扮演等丰富多彩的培训方式，让所有工作人员在进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开始工作前就能了解大楼，

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准备为客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10 年来，共有 9,000 余名工作人员接受了培训，提升了大

楼的软实力。 

 

【社区楼宇文化活动的自主策划和运营】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以办公为主的多功能综合体，面对每天前来工作、访问

和观光的客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策划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无论从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同类项目中独树一帜。2012 年 4 月开始举办的“聊遍环球”演

讲活动，得到楼内和陆家嘴地区白领的好评，至今共举办 48 场，参与演讲的嘉宾

共计 224 位，观众近万人，被誉为白领的“知识快餐”。 

 

2009 年 5 月开始，周末举办面向家庭的亲子活动――“家庭花园”，主办方

的积极宣传和精心打造让活动深受参加者的欢迎，许多客人都成了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的老朋友。迄今共举办 62 场，参与人数达 12,000 人。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举办了涵盖绿色环保、世界文化、艺术鉴赏等多个跨界

主题的大型艺术展览，以往 20 余次的展览，观展人数达 20 万人。大大丰富了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的社区生活，在扩大交流空间的同时为客人提供了鉴赏人文艺术的平

台。 

在环境美化方面，自开业以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每年 11 月初至次年春节结束

期间，用 40 多万个 LED 装点周围的景观，为夜幕下的陆家嘴增添了温馨浪漫的一

道风景。 

 

以上均为公益性活动，免费向大众开放，10 年来已逐步开始形成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固有的社区文化模式。 



  4

自 2012 年开始，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举办“环球健康走”垂直马拉松

比赛。迄今共举办 7 次，每次约 1,000 人参加，吸引了 20 多个国家的跑步登高爱

好者前来挑战极限，强身健体。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这些精彩纷呈的活动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好评，2015 年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被陆家嘴管委会和陆家嘴楼宇协会授予“文化建设先进楼宇”和“文

化场馆公共文化建设先进奖”。 

 

【资源共享配合政府联合主办社区楼宇文化活动的创新模式】 

随着活动效应和规模的递增，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了进一步致力于营造陆家嘴区域的整体文化氛围，从 2014 年

起配合政府部门积极推进“文化陆家嘴”项目，在上海市文广局和陆家嘴管委会的支持下，联合上海轻音乐团导入

了“白领午间音乐欣赏会”活动。至今共举办 48 场，参与演出的艺术家约 150 人，观众人数约达 6,000 人。上海环

球金融中心通过“白领午间音乐欣赏会”将楼宇优势、政府支持和音乐资源整合在一起，每月一次为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内外的客人推出了一场场音乐盛宴，已成为一项缓解工作压力、零距离感受音乐魅力的品牌文化活动。 

在创立了这样新颖的合作模式并收到理想的效果之后，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也在政府部门支持下与各演艺机构如上海交响乐团、世界音乐季等合作

举办了多次专场音乐会，其中也有和东方卫视中心联合策划的户外大型城市

景观音乐会，该活动在艺术人文频道播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除了音乐形式的文化合作外，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联合了上海油雕院、

上海京剧院、上海档案馆、上海昆曲院等机构举办了油画展、京剧档案展及

昆曲欣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文化普及活动。2017 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加

入了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商务委共同指导，各区文广局、

商务委联合主办的“2017 上海艺术商圈”项目，在“家庭花园”活动中融入了木偶剧团的儿童剧演出，让艺术走进

商圈，走进市民生活。 

 

 

【积极主动响应参加和支持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除了自主策划和联合主办的社区公益活动之外，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

积极主动地投身和响应各类社会公益活动。2008 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开业

前夕，汶川发生大地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义不容辞地为都江堰市奎光小学捐赠了图

书馆，该图书馆被命名为“森纪念图书馆”。

此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一直关心奎光小学

的教学等情况，及时与学校沟通办学中的实

际困难，多次捐赠了办学所需的教学用具和

书籍。 

 

2014 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又积极响应“Beers for Books”图书馆计划，号召楼内

租户企业一起，通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品牌活动啤酒节将收入所得按一定比例捐献给安

徽省邢庄小学，为图书馆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2009 年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每年都积极参与“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践行环保

理念，2015 年联合陆家嘴金融城和腾讯大申网，呼吁陆家嘴地区更多的楼宇参与到这

一全球环保活动中，共同为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2014 年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楼

身 LED 也分别为“世界自闭症日”和“粉红丝带月”亮起了蓝色和粉色，以呼吁社会加

强对这些全球性公益活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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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城市功能而积极出谋划策---陆家嘴二层步行连廊理

念设计】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提倡的社区共享理念，不仅体现在各类文化公益

活动、环境改善中，也体现在为了提升城市功能。增强便利性方面，由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积极参加设计的陆家嘴二层步行连廊就是成功的实践

案例。二层步行连廊工程从 2008 年开工至 2013 年竣工，该项目的设计

来源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一贯秉承的都市开发理念，通过实现人车分流

来提高城区的安全性、便利性并进一步提升地区潜力和魅力。二层步行

连廊包括“明珠环”、“世纪浮庭”、“世纪天桥”和“世纪连廊”4

个部分，连接了正大广场、东方明珠、上海国金中心、陆家嘴中心绿地、

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地标性建筑。这样的设计兼具了实用功

能和景观功能，不仅缓解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还大大改善了人们在这

里工作生活的出行便利和安全环境，为观赏陆家嘴景观打造了一个绝佳

的平台。 

 

【获奖信息】 

2018 年 5 月 31 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开业 10 周年之际，在美国

芝加哥举办的“2018 年高层建筑+都市人居峰会”（CTBUH 2018 TALL+URBAN 

INNOVATION CONFERENCE）上荣获“十年成就奖”（10 Year Award）。这

是一项全球性的评选，由世界高楼协会发起，表彰在推进高层建筑和城市

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杰出贡献和最佳表现的建筑和个人，涉及高层建筑

创新、城市空间规划、先进技术应用，特别是持续性的运营管理等综合性

评价。这项荣誉，是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年来坚持不懈贯彻“城区创

建、城区运营”都市建设理念的全面肯定。 

 

2018 年 4 月 2 日，浦东新区政府举办了“2017 年度浦东新区经济突

出贡献企业表彰活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获得了“2017 年度经

济突出贡献奖”。同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荣获了“2017 年度楼宇经济突

出贡献奖”。 

 

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草案）》为主导精神，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商务委员

会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的指导下，由解放日报、上海观察、上海日报和东方网共同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优

秀案例”评选活动中，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凭借“垂直花园城市”中的社区共享案例分别荣获了“CSR 贡献奖”、“2017

可持续行动典范奖”，该奖项是对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文化发展、共享城市功能和社区文化方面做出持续贡献的

充分肯定。今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将一如既往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并运用企业自身的示范性影响力为上海

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2014 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森浩生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此奖项是上海市

设立的对外表彰奖项，每年颁授一次，旨在鼓励和表彰对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的外籍人士。获得这一殊荣，也是上海市政府对森大厦集团为上海做出的贡献的高度肯定和褒奖。 

 

今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一如既往打造更多精品文化活动，进一步拓展文化活动空间，提升活动水准，积极

参与各项公益活动，同时持续营造更加安全、舒适、温馨的环境，努力提高城区魅力，为陆家嘴、浦东和上海的进

一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018，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心怀感恩踏上新的征程。 



  6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系列活动介绍 
 

1、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摄影大赛-“十年创建 十年成长”摄影大赛 
“十年创建 十年成长”摄影大赛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庆之际开展的主题摄影作品比赛。该赛事面向全

球专业摄影师以及摄影爱好者开放，年龄、性别、国籍不限。 

浦东浦东，浦江之东，这个曾经只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地理名词，然而到了今日，这个词语却有它更为深刻的含

义。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在森大厦进驻浦东陆家嘴的这 25 年间，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开业这 10 年间，无数的人

们在这里挥洒汗水，贡献智慧，共同创造出这令人惊叹的奇迹。十年时光，我们不是单独走过，十年奇迹，我们不

是独自创造。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一路

同行，感恩有你。让我们来分享这十年间

曾经记录的那些美好，让我们来畅想下一

个十年我们将共同续写的辉煌。 

 

＜具体内容包括＞ 

征集内容：作品题材、内容、形式不限、

充分体现个人艺术风格的原创作品。 

          摄影对象提倡但不限定于展现

上海浦东陆家嘴十年发展奇迹

的自然风光、城市建筑、民俗

文化等各个方面。 

 

 

参赛方式： 

1、 官方网站投稿：http://photo-contest.swfc-shanghai.com 

 

2、微信注册投稿：  

 

投稿时间：2018 年 6 月 1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2、World of GHIBLI in China 

吉卜力工作室来了！ 

吉卜力工作室的首次中国官方展会来了！ 

相信许多吉卜力工作室的中国影迷都十分期待，吉卜力工作室能在国

内举办一场官方的展会活动，如今这份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们骄

傲地宣布，吉卜力中国行企划“World of GHIBLI in China”即日起正式

启动啦！ 

展会名称：World of GHIBLI in China 

展会日期：2018 年 7 月 1日（星期日）-10 月 7 日（星期日） 

展会地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展会详情： 

展会内容 展会地点 参观时间 

《龙猫上映 30 周年纪念— 

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展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楼环球艺术空间 10:00-21:00 

（20:30 停止入场） 

《天空之城—吉卜力的 

飞行梦想》展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94 楼观光厅 9:00-22:30 

（21:30 停止购票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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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务信息： 

门票种类 票价 

《龙猫上映 30 周年纪念—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展 120 元 

《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展 120 元 

《龙猫上映 30 周年纪念—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展&《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展 160 元 

《龙猫上映 30 周年纪念—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展&《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展&

环球金融中心 97 楼及 100 楼观光厅 

320 元 

赠送明信片套装 

 

 

3、搜爆犬退役仪式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自开业以来便贯彻“安全、安心”这一理念，在楼内保安岗位上配备了搜爆犬，保障着每一

位莅临大楼客人的日常工作、生活的安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 2013 年第一批搜爆犬退役时，对于其中一条名叫“毛

毛”的退役搜爆犬，成功地举行过一次搜爆犬退役领养仪式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众多爱心人士的积极参

与。2016 年 5 月 10 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对于 4条退役搜爆犬第二次举办了“忠诚卫士·感谢有你” 搜爆犬退役

暨爱心领养仪式。今年 9月 20 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再次呼吁社会爱心人士积极领养，特举办“搜爆犬退役仪式”，

呼吁社会上的爱狗人士持续关注。 

 
 
  

 

4、上海・浦东・陆家嘴发展轨迹展-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纪念特展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 周年之际，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举办《上海·浦东·陆家嘴发展轨迹-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 10 周年特别企划》大型展览。邀请建成之初特别嘉宾重游故地，感恩十年来参与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发展的企业

和个人，共同展望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陆家嘴的下一个光辉十年。 

届时展览将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一楼大厅、三楼办公通道分别展出。展出整体以时间为脉络，分为四大版块，

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发展的大背景下，讲述森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场呈

现出四个篇章“结缘陆家嘴”、“实现理念”“环球影响”和“新时代新作为”，分别展现森大厦入驻陆家嘴的历

程，回顾陆家嘴的发展和变迁。阐述森大厦一直提倡的“垂直花园城市”和“世界金融磁场”理念，体现其使命及

影响力，多视角展现陆家嘴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十年来的变化和成就。作为 10 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环节，展览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24 日展出。 

 

 



  8

5、【ART AQUARIUM in 上海】-“锦鳞・溢彩”凌空金鱼艺术展 

 

每年夏天，无论是去日本游玩的游客还是当地人都不愿错过在日本堪

称一票难求的【Art Aquarium】水中艺术展，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数千条金

鱼姿态各异的云游在以“和”为设计主题的各式鱼缸中，艺术展还结合了

灯光、投影、音乐和香味等元素，为游客们呈现一场近在眼前的独具日本

美的水中艺术展。过去 10 年间，该艺术展已累计售票观赏人次高达 835 万，

今年这个超高人气的水中艺术展即将开启巡展，登陆魔都啦！！ 

今年 7月至 9 月将分别在日本东京和名古屋进行两场巡演，而第三场

则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2019 年 2 月 17 日期间在中国上海开展，此次上

海场是自 2015 年米兰展后的第二次海外公演，恰逢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

厅十周年之际，让此次艺术展更加意义非凡 。 

 

 

6、突发事件处置综合演练 

在浦东新区反恐办、浦东新区陆家嘴综合管理办公室、陆家嘴治安派出所、浦东新区消防支队等相关政府机构

的指导下，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自 2008 年开业起每年举办防灾综合训练。今年秋季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再次举办“突

发事件处置综合演练”。由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各家外包公司共同进行全面策划和指导，动员了包括楼

内办公租户、观光厅、酒店、停车场和相关设施的工作人员一同参加，此次演练检验了大楼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包括应对暴力袭击的能力、扑灭初起火灾的能力、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等，并向楼内所有人员宣传消防知识和反恐

安全知识。届时也会同往年一样，鼓励尽可能多的楼内租户员工、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共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