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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穗商务宣）

“陈添记”上线外卖，爽

鱼皮25元一份！ 昨日，广州市商务局、

荔湾区科工商信局与美团点评共同启

动“老店焕新”活动，陈添记、惠食佳等

10家知名餐饮老店纳入首批改造。 据

悉， 美团外卖将为这些老字号提供专

属化运营，不仅协助搭配外卖菜品、梳

理外卖业务，还提供运营数据分析，通

过多种服务措施对这些老字号餐饮店

进行优化改进。

陈添记等首批10家老店“焕新”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在

广州”是广州美食的招牌，为数众多的

知名餐饮老店是构筑广州百年美食文

化的重要基因。 以前市民点外卖可能

只有普通的快餐， 但以后大家能在外

卖平台尝到地道的广州传统美食。

据介绍， 首批纳入改造的10家老

店分别是陈添记、林师傅、新兴羊肉、

八珍、惠食佳、榕记、伍湛记、太平馆、

向群饭店、珍珍小食。 这些老店在广州

极具知名度， 承载了不少广州人的集

体回忆。

为了保证老字号线上线下品质如

一，美团外卖将提供专属化运营。 不仅

协助搭配外卖菜品，梳理外卖业务，还

将帮助这些老字号分析运营数据，包

括出餐时间快慢、 顾客口味反馈以及

骑手在门店停留时间等， 有效评估老

字号们的线上运营效果， 从而进行优

化改进。 据了解，目前在大众点评上，

已经可以点到陈添记的爽鱼皮， 售价

25元一盒。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老

店焕新” 首期10家老字号的改造只是

起点， 未来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老字

号知名餐饮根据自身实际， 走向线上

运营，拓宽发展边际。

部分老店已尝到线上化甜头

近年来， 广州许多老字号餐饮企

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云香酒家、荣华

楼、“九条鱼”……众多老店相继关停，

让广州市民无不对此感到惋惜。

“陈添记”第三代传承人陈映华说，

她以前在国有银行做贷款经理， 也是

“跨界”来到餐饮业。在父亲多年的耕耘

下，陈添记早已有口皆碑，但陈映华却

有自己的忧虑，“现在是很好，但是未来

呢？ ”因此，早在一年前，陈映华便向父

亲提议上外卖，让陈添记鱼皮走出小巷

子。“老店的食客不能只局限于线下，要

让更多人品尝到陈添记的鱼皮。 ”

事实上， 广州部分传统老店已悄

然改变经营模式， 并尝到了线上化的

甜头。《舌尖上的中国》上镜餐厅、米其

林一星餐厅惠食佳， 在两年前就已上

线外卖。“我们对周边的商圈、居民区

进行充分调研后， 才确定外卖的菜品

和价格，一方面希望通过平价先引流，

另一方面也确保出餐品质，不追求多，

而追求精。 ”惠食佳外卖业务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这两年来，惠食佳外卖一天

出餐最多达到300多份，外卖销售份额

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昨日，

2019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新闻发布会

在广州召开。 记者获悉，本届电影展将

于11月14日至18日在广州举办， 共征

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46部中

外优秀儿童电影参展， 最后有68部作

品进入展映。 影展期间，计划在广州市

各少年宫、 学校放映80场， 影院放映

150场。 为期5天的影展，设有中外儿童

电影展映、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论坛、儿

童电影项目创投、 儿童电影新片看片

会、儿童电影版权交易会、第四届优秀

儿童电影

（含动画）

剧本征集活动及中

小学生微电影展映等种类丰富的活

动。

参展影片种类丰富主题多样

据介绍， 本届电影节经国家电影

局批准，由国家电影局、广东省电影局

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国儿童

少年电影学会、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广

州市教育局主办， 主题为“童心看世

界，光影伴童年———与国同梦，与影童

行”。

进入展映的68部作品涵盖故事

片、动画片、纪录片等片种，涉及亲子

家庭关系、女性成长、运动、自然环保

等多样化主题。 参展影片中，有不少影

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 荷兰Cinekid

国际电影节、 意大利Giffoni国际电影

节、 韩国釜山青少年儿童电影节等多

个国际知名儿童电影节或电影展上展

映、竞赛或获奖。 如伊朗影片《梦之尽

头》 是第13届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

影节的开幕影片，国产影片《第一次的

离别》曾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

电影节、 香港国际电影节斩获佳绩，

《奔跑的少年》获得2019香港国际青年

电影节优秀儿童片、 最佳男演员等奖

项。

同时， 本次影展特别举办新中国

成立七十年周年儿童电影回顾展，精

选7部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儿童片、动

画片进行专场放映。 此外，设立“德国

儿童电影单元”， 专场放映6部优秀德

国儿童电影。

12家影院全年放映优秀影片

本届影展实行“365天放片、放好

片” 的全年展映方针， 范围覆盖少年

宫、学校、影院、社区等多个区域，其中

社区展映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展映。 截

至目前，已在北京、广州各少年宫、学

校放映100场， 社区和影院放映50场，

放映场次还在陆续增加中。

昨日的发布会上， 中国国际儿童

电影展合作放映单位

（影城）

授牌仪式

举行，中影南方国际影城流花店、广州

UA西城都荟电影城等广州12家影院

代表上台接受授牌。 据悉，这些影展合

作放映单位将在电影展期间为儿童提

供放映服务， 并在电影展之后留出儿

童放映的空间， 广大青少年儿童及家

庭将可以在这些影院全年看到优秀的

儿童影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昨

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19广

州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总决赛”在

广州国际媒体港圆满落幕。 据悉，

本次大赛联动线上线下全媒体传

播，全面拓宽参赛范围，创新表现

形式，全新解读红色广州、红色金

曲、红色家书、红色影视等，带领大

家以新视角解读与感悟红色文化

的新时代内涵。

据了解，本次大赛中，从海选参

加比赛报名的队伍就已达数百组。

截止决赛前，在历时10天的“2019广

州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线上票选

活动”中，选手总投票量累计数已逾

百万，数十万群众持续关注这次赛

事。 经过海选、半决赛的多轮角逐，

来自金牌讲解队、高校青春队、企业

菁英队三支队伍的20组选手脱颖而

出，最终晋级总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广州起义纪念

馆苏香旭荣获金话筒奖，广州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季文静的节目《在烈

火中永生》、广东省香江旅游公司林

微微的节目《国歌唱响家国情》、广

州大学姚震等人的节目《共和国的

声音》分别荣获红色故事“演绎金、

银、铜奖”， 广州体育学院崔丹妮等

人的节目《永远的格桑梅朵》荣获

红色故事“新媒体传播金奖”， 广州

起义纪念馆苏香旭的节目《306步》

荣获红色故事“最佳作品奖”。

同时，广州起义纪念馆苏香旭、

广州博物馆乔婧婧、广东省香江旅

游公司林微微、孙中山大元帅府纪

念馆何志颖、广州起义纪念馆高嘉

蔚、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赵杨、广

州图书馆丁玲、广州塔张璐、广州广

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梁

舒琪、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刘文玉

分别获得“2019年广州十大金牌讲

解员”。 广东亿航白鹭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获得2019年度广州地

区红色故事讲解工作优秀单位称

号。

10家餐饮老店外卖将有“专人打理”

包括陈添记、惠食佳等，美团外卖将为这些老字号提供专属化运营

陈添记

林师傅

新兴羊肉

八珍

惠食佳

榕记

伍湛记

太平馆

向群饭店

珍珍小食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下周四起在穗举行，今年将新增社区展映

68部优秀儿童影片等你来观看

2019红色故事讲解员

大赛总决赛在穗举办

现场参赛选手的精彩演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中影南方国际影城流花店

广州UA西城都荟电影城

广州UA�IMAX花城汇电影城

广州UA东方宝泰电影城

广州星汇电影城

中影乐佳影城

中影凤凰影城同和店

保利国际影城广州中环店

中影国际影城广州太阳新天地店

中都影城（保利洛克维店）

广州百老汇影城凯德店

广州五月花电影城

广州全年放映

优秀儿童影片的12家影院

首批“老店焕新”美食

“老店焕新”活动为首批纳入改造的

10

家餐饮店授牌。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