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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市东特搜

Hunting Cocktail Bar

营业时间：

18:00-

凌晨

02:00

推荐理由：

入夜后，环市路商圈

的魅力才刚刚开始显现， 约上

朋友撮一顿酸菜鱼或者麻辣火

锅吧， 热辣香麻混杂着啤酒与

朋 友 间 的 玩 笑 ， 才 够 爽 。

HUNTING Cocktail BAR 以

鸡尾酒让人记住， 坐下来喝一

杯调酒师为你而调的酒， 说不

定你也会迷恋上这个味道，成

为这里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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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啤酒屋

营业时间：

19:00-凌晨 02:00

推荐理由：

这是一个神奇的啤

酒屋， 它深藏在你永远不会经

过的地方，但在这个不出 30 平

的空间里竟有着上百种啤酒。

说是啤酒屋， 其实这里更像是

老板的啤酒仓库， 室内保留原

本老住宅两室一厅的格局，入

口也只有原来住宅门的大小，

推门进入， 仿佛走进啤酒博物

馆， 里面的房间更是藏有一整

面墙壁的啤酒。

广州发布“夜间消费地图”

来环市路商圈

“打卡”夜生活聚集地

本版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今年以来，“夜经济”成为热门词，作为夜间消费走在

全国前列的广州，又岂可缺席？ 日前，广州市商务局发布

了《广州夜间消费地图》，作为广州“老牌”商圈，环市东路

商圈与北京路步行街、天河路商圈、珠江琶醍等 15 个消

费集聚区成为“夜广州”消费地标。 目前，广州正试图通过

打造夜间消费集聚区，深挖内需潜力，打造大湾区“不夜

城”。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环市路商圈都有什么值

得“打卡”的夜生活聚集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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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中国最能吃夜宵的城市，导演陈晓卿在节目《圆桌派》里说，“夜宵是从广

州过来的”。 据统计，广州夜宵外卖订单一度占到整日订单总数的 6%，远超同类城

市。从饿了么、大众点评公开的统计数据（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看，广州的

夜间餐厅占比高达 34.30%，远超重庆的 27.5%与上海的 26.1%。

这些小店，粤夜越好味

这些夜生活场所，越夜越精彩

第一财经 2019 年发布了城市夜生活指数，在全国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名中，广州位居第三，综合考

虑了夜间灯光值强度、夜晚电影场次数量、城市夜间公交覆盖范围占比等因素。 其中，将近 84%的城市每天

夜场电影不足 100 场，而广州成为夜场电影超过 1000 场的三座城市之一。广州也成为 22 点之后仍在运营

的地铁站点超过 200 个的三座城市之一。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广州共有 4447 家品牌便利店，其中 24 小时

便利店超过 3191 家，占比超过 71%，位居全国前列。

保利国际影城（中环店）

营业时间：

09:50

开场

;

至凌晨

00:

54

散场

推荐理由：

在环市东商圈，位于建

设大马路 18 号保利时光里南塔 5

楼的保利国际影城

（中环店）

成为

街坊夜晚看电影的首选之地。

拥 5 个宽敞舒适的影厅(

一个

为

VIP

厅

)，座位 1052 个，拥市中

心稀缺双 300 座影厅， 配超 17 米

进口高清金属幕， 其中最大的

POLYMAX 厅能容纳 315 人同时

观影。

越夜越嗨，喝起来

扶光书店

营业时间：

10:00-22

：

00

推荐理由：

在广州，有不少开放至深夜甚至不打烊书店，

像深夜里的一盏灯温暖着这座城市。 位于保利中环南塔

负一层的扶光书店中环店面积近 3000 平方米，仅次于天

河购书中心，是广州第二大综合书店。

书店在营业初期拥有书籍 6 万多册，品种 2 万多品类，涵

盖了书店、咖啡厅、美学生活馆三合一的独特文化元素。

书店设置了社科文学馆、 教育馆、 亲子儿童馆等不同区

域。通过打造阅读、文创、咖啡一站式的阅读购物体验，书

店在大众悦读之上还增加私享书房的空间， 还经常集结

广州各种讲座和展览，不断刷新阅读之外的文化体验，来

满足各类人群的进店和购书需求。

白云轩

营业时间：

7

：

30~24

：

00

（夜茶

20

：

00~

24

：

00

）

推荐理由：

广州的早茶文化闻名全国，

“得闲饮茶”更是老广打招呼常用语。但

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是广

州夜茶的鼎盛时期。随着本土“夜生活”

的蓬勃发展，广州深夜食堂文化———饮

夜茶，又再度火爆起来，一跃成为众多

老广心目中的“新宠”。位于环市东路白

云宾馆 1 楼的白云轩酒楼，是广州城中

五星级酒店中为数不多保留夜茶的高

档餐厅。

The Happy Monk

营业时间：

10

：

30~

次日

02

：

00

推荐理由：

The Happy Monk 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西餐吧之一，开

业至今一直人气高涨，目前已在广州开了五家分店。尽管每一家分

店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不变的是店内舒适的环境、美食美酒和经

典的蓝调音乐，能让来到这里消费的人们倍感放松。

好世界广场星巴克

营业时间：

07:30-23:30

推荐理由：

2003 年，广州第一家星巴克在建设六马路好世

界广场开业，开业之初，门庭若市，还曾经推出过 24 小时

营业的通宵服务。 如今， 营业时间调整到深夜 11 点半打

烊， 仍是广州城里坚守最晚的星巴克之一。 早些时候，许

多人在此坐等到天亮，如今取消通宵服务，仍有不少人在

此坐到打烊。

入夜后，环市路商圈的魅力开始显现。

金钱肚

凤爪

虾饺

叉烧酥

扶光书店营业至晚上十点。

一些运

营至深夜的

餐吧， 最适

合看球或拍

拖人士里边

吃边喝“嗨”

至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