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商务宣）

“买买买”模式正式开启！ 昨

日上午，由广东省商务厅指导，广州市

商务局、佛山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盛

夏狂欢·全民 high 购 8·8 广佛购物嘉年

华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佛山同步举

行， 预计两地超过 6000 家商贸企业、门

店参加活动，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促销

狂欢。

“我们现在有上一些早秋的新货，您

都可以看看。 ”昨日，广州主场启动仪式

设在环市东友谊商店外。 而在友谊商店

二楼，不少服装品牌已打出“本专柜部分

商品×折”的醒目标牌，并且有“8.8 广佛

购物嘉年华”的标志。张阿姨带着两岁多

的孙女来逛商场，她说，很少在这个时候

看到有这么大的折扣， 不少衣服都很漂

亮。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到 8 月底，共

分为五个系列，分别是：8·8 广佛购物嘉

年华全城热购、广佛智能家居联展、味蕾

舞动·寻味广佛、专业达人品鉴会、汽车

联动促销+广佛车尾创意市集。 其中，寻

味广佛活动将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广佛两

地饮食文化、文人风情和岭南美景，鼓励

消费者到两地全城餐饮企业消费，大饱

口福。

广州市商务局商贸服务业处处长杨

淑怡介绍，广州和佛山地缘人文相近，不

少消费购物习惯也比较一致，有着相同

的喜好。 有些品牌在广佛都有门店，这

次会同时推出相同力度的折扣促销。 同

时，两地也有自己的特色，广州一些中高

端消费的元素，能够吸引佛山消费者，而

广州的消费者也可以到佛山体验当地特

色项目。除了吸引广佛两地的居民互动，

也希望外地游客光临挑选心仪商品。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州市在做好商

贸业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先后组织开展

暖爱广州系列活动、花城盛惠·快乐广购

全城联动促消费、“Young”城“Yeah”市

（羊城夜市）

夜消费节、首届直播节、汽车

消费惠民补贴等一系列主题促消费活

动，掀起一波又一波消费热潮。 1~6 月，

全市社零总额 4231.84 亿元， 连续三个

月环比上升。 全市餐饮企业复工率达

92%，消费复苏率达 81.3%，行业消费复

苏率在全国一线城市中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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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夜间消费节“Young城Yeah市”迎来“夏半场”，活动更精彩

“夜！ 生活”十大网红打卡点出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商

务宣）

昨晚，广州夜间消费节“Young 城 Yeah

市·夏半场更精彩”主题活动正式启动，为夜

间消费“再添一把火”。 本次活动在被誉为“广

州年轻潮人夜生活之地” 的合利天德广场户

外空间上演，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 同

时，活动发布广州“夜！ 生活”十大网红打卡点

榜单与 5 条最精品路线， 为市民提供更丰富

的夜间生活参考，进一步促进夜间消费。

据了解，“Young 城 Yeah 市·夏半场更精

彩”汇集人气，带动各大商圈开展丰富多彩的

夜间促销费活动。 天河路商圈、北京路商圈、

上下九路商圈、万达广场、融创文旅城等大型

商圈、商业综合体、文化旅游场所积极引领，

推动全市夜间经济发展。

不仅如此， 永庆坊与广州美术学院视觉

艺术设计学院，在恩宁路最美骑楼街上，联合

落地今年首场线下毕业生作品展。 展览以“跨

界·融合·创新”为主题，将视觉艺术设计学

院 2020 年毕业生线上作品展部分落地

到线下，将持续展出至 8 月 31 日。

此外，广百天河中怡店、摩登百货等

都将在 8 月份开启夜间购物优惠活动。

“Young城 Yeah市”

大网红打卡点

“Young城 Yeah市”

炫科技路线

广汽新能源 25 小时体验中心、APM 羊城轨道

交、 黄埔无人出租车之旅、 天河体育中心落地应用

5G、机器人餐厅

“数”说

广州夜经济上半场

“盛夏狂欢·全民high购8·8广佛购物嘉年华活动”启动

这个8月，广佛逾6000企业门店促销狂欢

十大网红打卡点评选活动从

7

月

28

日启动报名，共收到包括来自市民和

企业近百个打卡点推荐。 评选投票人次

达

36

万，通过全民票选出夜生活十大网

红打卡点，囊括了餐厅 、旅游景点、购物

中心、艺术展馆、酒吧、娱乐场等，既有经

典目的地，也有新晋夜蒲地。

每一条夜生活精

品推荐线路均展现广

州之夜的多元和独特

的气质， 每条路线选

取

6

个市民熟悉的代

表性站点， 以站点来

传递背后的夜生活文

化属性。 同时，滴滴出

行为五条夜生活路线

派发专属出行优惠 ，

助力夜间消费。

●滴滴出行

夜间出行需求恢复率领跑一

线城市

滴滴出行大数据显示，6~7

月广州夜间出行需求恢复率居全

国一线城市首位， 日均增长率为

26.3%。 6 月增长率峰值出现在端

午节， 符合广大市民出行习惯；7

月以来增速不断提升， 最高增长

率达 15.76%。 广州市民出行需求

集中在晚上 8 时至 10 时间，主要

集中在休闲娱乐、商旅、访友探亲

等场景。其中，夜间热门出行目的

地为正佳广场、珠江琶醍、番禺万

达、客村丽影广场与兴盛路。

●微信支付

夜经济消费笔数环比增近两成

广州微信支付消费笔数 7 月

比 6 月环比增长 13%， 微信支付

消费总金额环比增长 10%。 广州

市夜经济消费笔数

（晚

8

时至凌

晨

6

时 ）

7 月比 6 月环比增长

19%。7 月份广州市夜经济复苏小

店 top10 行业

（按消费笔数增幅

排列）

分别为：甜品冷饮、酒吧、超

市、便利店、正餐、小吃、果蔬生

鲜、出租车、快餐、停车场。

●阿里本地生活

夜间外卖客单价同比增长一成

6 月份， 支付宝夜间线下交

易笔数环比增长 22%。相比去年，

广州市民更愿意在夜间花钱消

费，7 月份夜间外卖已恢复到去

年同期水平， 夜间外卖客单价同

比增长 10%。天河、白云、番禺、海

珠是 4 个夜间外卖最活跃的区。

烟火气路线

大同酒家（夜茶文化）、胜记海鲜饭店（海鲜大排档

文化）、 肯德基 24 小时餐厅（国际饮食文化）、 活泼

WutPut�活烤海鲜（广式烧烤文化）、24 小时味稻粥城

（夜粥文化）、超级文和友（宵夜聚合体文化）

5

之

条最精品路线

动感游路线

广报中心（最美7.7公里）、广州塔、南沙花园酒店、岭南五号

酒店、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正佳广场极地海洋世界

文艺行路线

广州大剧院、 广州 K11 购物艺术中心、

1200bookshop、星海音乐厅、万科里、太古仓

潮玩乐路线

广州 SPACE�PLUS、 广州花园酒店池畔酒

吧、 庙前冰室、JZClub、BANANA 香蕉放题清

吧、天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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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夜间消费节“夏半场”昨晚在合利天德广场启动，现场设有丰富

多样的摊位。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炳胜品味（海印总店）

超级文和友（太古汇店）

广州花园酒店池畔酒吧

合利·天德广场

正佳极地海洋世界

南沙花园酒店烤吧

Space�Plus（广州店）

K11购物艺术中心

广州岭南五号酒店阅江酒吧

活泼 WutPut·活烤海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