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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璞富腾酒店集

团品牌全面焕新， 正式更

名为璞富腾旅行集团。

作为璞富腾旅行集团

的前身，璞富腾酒店集团旗

下有全球知名独立酒店品

牌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可

持续发展酒店品牌碧旅阁

林以及备受品牌、旅游目的

地和酒店赞誉的 PTG 咨询

公司等一系列业界知名品

牌。 集团旗下的六个品牌

覆盖了酒店、 旅游和可持

续发展三个领域， 这标志

着璞富腾发展不止于酒店，

且向着旅游业这一更大更

广的行业领域发展壮大。

璞富腾旅行集团品牌

一直坚信并履行着“相信

旅行”的品牌承诺。相信旅

行的变革力量， 相信旅行

可令人们在精神、 社交和

情感方面拥有更丰富的内

涵， 相信旅行能够让文化

差异、 宗教和信仰之间产

生更大的包容心。目前，璞

富腾旅行集团拥有四个酒

店品牌， 包括璞富腾酒店

及度假村、碧旅阁林、美国

历史酒店和全球历史酒

店；两个咨询品牌 PTG 咨询公司

和碧旅阁林旅游， 分别专注目的

地和酒店品牌代理及可持续旅游

服务。 王映浤

《时间的成全》

匠心智作影像展登陆上海

2022 年 12 月 28 日，2022

苏格兰百富匠心·智作影像展《时

间的成全》 在上海复兴艺术中心

举行。在现场，手工艺匠人们和纪

录片导演“匠心守艺人”罗易成导

演， 为到场来宾讲述《时间的成

全》拍摄经历，畅聊对苏格兰百富

“匠心智作”的理解与感悟，共同

品鉴佳酿， 体会手作的温度，“择

一事，终一生”的坚守，匠人的智

慧在这个空间中交融汇聚。

同时，影像展将横跨 130 年

且享誉全球的苏格兰百富单一麦

芽威士忌酿造故事集结一堂，通

过一帧帧光影画面， 将苏格兰百

富百年传承的手工技艺与匠心故

事娓娓道来。 来宾们享受佳酿的

精妙风味， 体验匠心的温度和时

间的赋予。 苏格兰百富单一麦芽

威士忌， 从时光中淬炼的匠心风

味， 带来无与伦比的丰富内涵与

美妙经历。 王映浤

上海万润国际酒店用品市场党支部帮扶对口居民社区

疫情中见真情 爱心付诸行动
自新冠疫情以来， 上海经受着

各种考验。 2022 年，中共嘉定区委

组织部及时建立“两新”组织党支部

“守沪卫嘉新力量”微信群，号召动

员首批 68 个“两新”组织党支部对

口帮扶居民社区及村落。 上海万润

国际酒店用品市场党支部位列其

中， 在自身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

况下， 仍然承担起帮扶“鼎秀”“铜

川”社区党总支的任务。

万润国际党支部意识到， 社区

是疫情防控主战场，是防范疫情、化

解民生矛盾的第一线。 万润国际秉

承“服务行业、奉献社会”的理念，积

极响应嘉定区“两新”组织关于对口

帮扶居村党组织要求， 在总经理郑

宝芳的支持下， 在支部书记吉莉的

组织下，迅速成立采购组和配送组，

充分分析对口社区党总支防疫工作

中的需求， 发挥万润国际商户供应

链产品优势，快速确定采购清单，配

送牛奶、面包、84 消毒液、N95 口罩

等抗疫物资到社区， 定向捐赠给居

委会。

万润国际党支部认为， 对口帮

扶居村是“两新”企业党组织和党员

的特殊使命与担当， 意义深远。 同

时，党支部还发动党员、干部职工践

行社会责任， 主动参加到居住地小

区的志愿者活动。 用实际行动筑牢

红色防线， 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发挥“两新” 党组织应有的作

用。

据了解， 上海万润国际酒店用

品市场是华东区域超大规模一站式

酒店用品采购平台，自入驻“曹安商

圈”六年多以来，一直秉持着“让天

下酒店、餐饮因我们而更卓越”的理

念，为行业内的中高端的采购商、经

销商、 代理商及批发商等专业采购

人士， 提供解决方案的一站式采购

贸易平台。目前，万润国际已拥有了

近 8 万多平方米的经营面积，500

多家优质的商户，10 万件的酒店用

品集中展示，1000 余个就业岗位。

他们既注重企业创新与管理， 也关

心属地真新街道公益事业， 累计向

“蓝天下至爱”捐款 14.5 万元，还向

真新街道的疫苗接种项目捐款 5

万元。 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用实

际行动筑牢红色防线， 为国为民发

挥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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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拉斯洛·邬达克（他也

是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最著名的匈

牙利人之一）诞辰 130 周年。 邬达克

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创造力和建筑才

华引人瞩目，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

中国，邬达克都称得上是一个家喻户

晓的人物。

1893 年 1 月 8 日， 邬达克出生

于拜斯泰采巴尼亚（奥匈帝国时期的

匈牙利王国），1910 年， 邬达克进入

布达佩斯理工大学就读，在那里他师

从优秀的老师们：Virgil Nagy, Samu 

Pecz, Frigyes Schulek 以及 Dezs觟

Hültl，受到了技术知识、艺术鉴赏以

及历史风格的熏陶。

1918 年 10 月 26 日，25 岁的邬

达克几经周折，阴差阳错来到上海这

片东方热土。 1942 年，邬达克被任命

为匈牙利名誉领事；1943 年，匈牙利

首个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立，其首要职

责便是维护在华匈牙利人的利益。

1918 年至 1947 年期间，邬达克

在上海致力于 50 多个建筑项目，设

计的建筑达 100 栋以上， 其中有 31

栋后来被评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邬达克的部分代表作包括：诺

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绿房子”、

国际饭店以及沐恩堂。

邬达克精湛的建筑技艺以及卓

越的匠人精神融合了他在欧洲之所

学、匈牙利的创新元素以及上海当地

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创新元素。

邬达克留下的丰富建筑文化遗

产既属于中国又属于匈牙利，对此人

们应该共同珍视、尊重并呵护。同时，

邬达克设计的建筑及其背后的哲学

理念也为中匈两国文化交流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张靖

由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

“冬游湖州” 达人探雪主题活动启动仪

式， 于 1 月 6 日在湖州市高铁站举行。

此次活动主要向华东地区游客展示湖州

以温泉主题游和滑雪主题游的冬季旅游

产品，深度展现“冬游湖州”的魅力。

活动邀请了来自上海、杭州、南京的

30 组旅游达人，他们在湖州展开了为期

3 天的“冬游湖州”旅程，邂逅湖州这座

城市的自然风光与度假产品， 以自身视

角和镜头，个性化挖掘展示“冬游湖州”

的亮点。 活动以旅游达人 Z 世代年轻人

视角，通过网红达人探店、拍摄旅游短视

频等形式，深度挖掘、宣传湖州冬季优质

文旅资源， 积极主动向世界展示湖州文

旅新形象。

旅游达人们在南浔古镇体验江南水

韵，在长颈鹿庄园度过欢乐亲子时光，在

“月亮” 酒店共赏夜景……经过 3 天 2

晚的沉浸式探访后， 这些网红达人将把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 通过图片、 短视

频、直播等形式展现给广大粉丝朋友，邀

请大家一起来打卡湖州冬季旅游目的

地。 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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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喜来

登酒店年夜饭日前

推出“嘉”礼呈献的

新春贺喜早鸟价：

珍 馐 团 圆 盆 菜

1088 元，外带阖府

统请套餐（6~8 人）

除夕年夜饭礼盒

1788 元，外带团团

圆圆套餐（10~12

人） 除夕年夜饭礼

盒 2688 元，除夕夜

迎新年夜饭套餐

（8~10 人）4388 元，

喜兔迎新年夜饭

（含四间夜豪华房，

8~10 人）6888 元。

刘征

纪念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诞辰 13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