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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建邺区
“火”了——

喵喵街惊艳亮相，成为南京新晋
网红打卡地；2020中国南京（春季）美
食节盛大开幕，知名 DJ、网红现场直
播吸睛无数；河西建邺·活力盛典魅力
四射，活力市集、莱美电音健身夜等引
爆潮流生活⋯⋯

文化因子植入，平常街角变身网红
地标；网红地标林立，城市客厅强力汇
聚人气；火爆人气带来火热消费，“五
一”假期期间，建邺“新消费”交出了闪
亮成绩单——建邺万达广场、金鹰世
界、华采天地三大商业综合体营业额累
计超1.5亿元，客流量近百万人次。

文化为筋，网红街区速聚人气

猫老板在屋顶吹萨克斯、Music
Club 小舞台上猫咪 K歌，还有梳着飞
机头的猫王、打着领结的绅士猫⋯⋯
5月1日，南京首个以“猫”为元素打造
的主题街区喵喵街惊艳亮相建邺区，
各种猫形人偶COS 知名艺术形象，吸
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街区的灵感来自美国百老汇歌
剧《猫》，设计上将猫的形象置入经典
电影、歌剧之中，用高颜值、接地气的
卡通猫形象‘萌化’经典，向经典致
敬。”喵喵街总设计师、门派文旅创始
人李帆介绍，南京艺术学院、本地企
业、艺术家、小学生等共同参与街区的
设计与建设，将街区打造成了一个共
创共享的街角艺术公园。

因文化艺术注入，平常街角变身
网红街区的实例在建邺屡见不鲜。在
国际青年文化广场，8 个闲置的透明
玻璃盒子变身“24 小时美术馆”，萤火
虫换书大会、建邺图书艺术展等文化
活动接连举行，青奥轴线成为南京新
晋文艺地标；青奥村前，因一条百米蔷
薇墙的点缀，一座普通公交站蝶变“最
美车站”，刷爆南京人的朋友圈；金奥
美学生活馆举办草间弥生作品收藏
展、金鹰世界举办潮玩嘉年华和春日
文艺展⋯⋯文商融合让建邺商圈活力
迸发。

“文化滋养打造网红地标，网红地
标吸引人流汇聚。”建邺区委宣传部主
要负责人介绍，南京对建邺的定位是

“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与从早到
晚熙熙攘攘的新街口等传统城市中心
相比，建邺的长远发展需要聚人气；另
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商业的复苏更需
要客流和人流。文化是联接各类人群
的“最大公约数”，为城市注入文化底
蕴，用文化和艺术聚人气、增生气，“城
市客厅”才温暖可亲、更有活力。

网红地标林立，城市客厅人气旺
了，商圈兴了，消费火了。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期间，喵喵街外部街区每天
吸引客流近5000人次，周边商业体仁
恒江湾新天地内场客流同比提升30%，
店铺业绩平均提升20%，沿街店铺必胜
客、罗勒等营业额更是提升超70%。

场景为骨，线上线下同向发力

连日来，建邺区新消费场景层出
不穷，新消费模式不断升级。

3 月，建邺启动“建邺遇见你·消
费春天里”促销活动。线下店内消费
中现金大奖，建邺区累计发放奖金
260 万元，活动开展一周后，餐饮企业
营业额同比增长超 20%，客流量同比
增长近30%。

4 月，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户外汽
车超市”营业。“以往车展以展览、展示
为主，建邺‘户外汽车超市’创新展销
结合模式，线上下单、线下试车，4 月
11 日首次营业当天，吸引 60 余家主
流品牌 400 多款热门车型参与展销；
假期期间，在线浏览量近600万人次，
现场成交购车 918 台，销售总额超 1.8
亿元。”建邺区商务局商贸服务科负责
人介绍。

5 月 1 日，2020 中国南京（春季）
美食节在金鹰世界盛大开幕。在线
上，创意集装箱改成的 15 米超长直
播间内，知名电台 DJ 和餐饮品牌商
户老板、星级大厨畅谈美食文化；在
线下，古装 cosplay 红楼梦人物化身
外卖送餐员，为市民游客送上南京美
食福利红包。

“五一”假期期间，建邺区主要商
业综合体销售额逆势飘红。其中，万
达广场销售额超8000万，超过去年同
期。万达和金鹰世界两大综合体客流
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九成左右。

“客流量降低而销售额上升，可见
客单价变高，这背后是疫情期间被压
制的吃穿住行购等消费刚需。”建邺区
商务局副局长陈春华分析，疫情暂缓
之时，谁能想出刺激消费的“金点子”，
营造释放消费的新场景，谁就能率先
实现商业复苏和消费回补。

“建邺方案”是线上线下结合及商
旅文体跨界融合。3 月 28 日至 4 月
27 日，建邺先后组织 11 场系列活动，
邀请南京名人、网红大咖走进各大商
业综合体，进行现场直播带头消费。

“五一”假期期间，河西·建邺户外生活
节、奥体中心健身休闲购物节、河西·
建邺活力盛典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连续不断，拉动建邺餐饮美食、潮流品
牌、核心商圈再掀消费小高潮。

智慧为魂，城市客厅点亮未来

提振新消费，建邺有“智慧”。
借力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建邺与

阿里本地生活展开创新合作。阿里本
地生活公共事务部主要负责人介绍，
结合“消费春天里”活动，阿里本地生
活在支付宝、口碑进行线上红包派发，
参与的建邺商户超3000家；推动商户
数字化转型，助力线下商家开拓数字
化经营新场景，阿里本地生活将在建
邺打造数字化智慧美食口碑街区；阿
里本地生活还将打通支付宝、淘宝、口
碑、饿了么多平台资源，通过形式多样
的线上营销玩法，为建邺消费者提供
更多消费选择，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新消费场景。

创新模式激活市场消费，建邺即将
出台《新零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重点
实施“一区、两圈、三街区、四网点、五十
个示范企业”工程。即着力培育以新城
科技园为主的新零售企业总部集聚区；
重点加强江东商圈、元通商圈的智慧化
升级改造，建设两个新零售智慧商圈；
重点创建喵喵街美食街区、银杏里潮牌
街区、金奥拉德芳斯风情街区三个新零
售示范街区；以五矿社区中心等新零售
改造为核心，建设四个新零售示范社区
网点；扶持五十个新零售示范企业。

“打造新零售先行示范区，建邺将
联合科技企业研发街区新零售商业模
型，将顾客数字化、消费社群化，将建
邺打造成南京都市圈新零售总部企业
集聚地、新零售高端人才汇聚地、新零
售创新技术先发地、新零售消费场景
体验地。”陈春华介绍，建邺区级财政
每年预算 1000 万用于推进新零售发
展，构建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区，孵化网
红品牌，培训带货达人。

“让消费向深夜延伸，建邺将全面
提升夜间消费品质。”建邺区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说，建邺将打造越“邺”越美
丽的夜经济文化品牌，推动商业综合
体、商超、连锁便利店、特色商业街区
延长夜间营业时间，联合主题博物馆、
美术馆等场馆资源夜间开放，力争今
年底，全区形成商旅文体融合的夜间
经济发展氛围，逐步形成一批布局合
理、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入夜，江东中路沿线璀璨闪耀，都
市繁华景观一览无余；滨江绿道周边
光影浮动，游客徜徉其间；走进各大商
圈，吃喝娱乐新玩法层出不穷，时尚、
潮流气息扑面而来⋯⋯

消费马车动力澎湃，城市客厅越
“邺”越美丽。

本报记者 鹿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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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级（含）以上景区接待游客56
万人次，占全市 37.8%，德基广场营
业额同比增长 30%，1912 街区客流
环比翻番⋯⋯“四新”行动计划实施
后的首个小长假，玄武新消费亮点频
频，反弹势头强劲。

疫情影响之下，服务业占比近99%
的玄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商业
潜力如何释放，市场信心怎样提振？消
费大区何处突围？玄武区委区政府明
确，以“四新”行动为契机，聚焦新消费
九大任务，落实落细各项工作，努力强
化全区消费的集聚、引领、创新能力，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云端带货打开新格局

9 日上午，“直播电商赋能商家”
培训在南京市商务局举行，玄武区近
30 家商贸企业参会。“分配给我们的
名额，半个小时全部抢完。”玄武区商
务局局长魏超说，一台手机、一名主
播、一段 vlog，新营销模式正成为玄
武商家的“标配”。

疫情使传统消费业态出现断崖式
下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商贸企业纷
纷自寻出路。“我们有30万会员，这个
资源要用起来。”南京商厦春节期间没
有停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实体店人流
不足，只能组织商户进军网络。直播
带货、社群卖货、微信营销⋯⋯老牌商
场抢先试水云端消费，“第一场直播就
实现了3万多元销售。”

消费上云，服务业大区玄武有“先
天优势”。去年，玄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大关，作为国家级
电商示范基地，辖区内集聚了苏宁易
购、好享购、汇通达等 1800 余家电商
企业，消费实力和平台基础得天独
厚。疫情之下，龙头企业率先出击，4
月18日，汇通达举办第3届全国乡镇
集市购物节，13 万家会员店响应，线
上交易额同比增长 372%，订单量同
比增长1159%。五一前夕，苏宁易购
首次以“云直播”的方式线上售卖，22
小时后销售额迅速突破2亿元。

网络交易额 1770 亿元，这是玄
武新消费行动方案提出的年度目
标。全新的消费格局下，玄武正积极
引导传统商贸场所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支
持传统商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

活力主城引领新时尚

疫情持续向好，客流逐渐回归。监
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德基广场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过30%，金鹰购物中心珠江
路店销售额环比清明假期出现翻番，
1912等街区的客流量也环比翻番。

海 贼 王、美 少 女 战 士、龙 珠 系
列⋯⋯4 月 27 日，日本经典动漫手
办一番赏快闪店登陆南京德基广
场 ，门 口 一 早 就排起了长队，专业
COSER的表演让现场气氛逐渐走向
火热。“年轻业态大有可为。”在德基广
场负责人看来，以95后、00后为代表
的新一代消费客群潜力巨大，而且“悦
己型”消费的特征明显，从汉服、二次

元到国潮、盲盒，年轻人对个性化、小
众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新消费，新在体验。一番赏，是
玄武今年引入的 25 家首店之一。从
去年开始，玄武区聚力布局首店经
济，通过创新经营模式、以超出消费
者认知的商品和服务，激发出消费欲
望，引领社会消费潮流。

杜卡迪机车、涂鸦、动漫模型、酷炫
灯光，位于国展中心的SAO.K音乐餐
吧，4000 平方米内到处是青春元素。
一个包间，既是餐厅，又能K歌，还能办
主题派对，大厅可以蹦迪，周边配有专
业的威士忌吧和雪茄吧。“我们总计投
资了4000多万，就是要颠覆南京的夜
店玩法。”SAO.K执行副总李杰很骄傲，
这家能一站式解决夜间消费的娱乐综
合体，正在成为玄武湖畔的网红地标。

SAO.K，是南京夜间经济的新势
力。让玄武之夜更加“活色生香”，今
年该区将打造长江路、环亚凯瑟琳、
太阳宫—国展中心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夜间经济集聚区，加强与互联网平
台合作，推出一批夜间游线。

跨界融合打造新名片

山水城林集于一域，历史人文绵
远悠长，商业消费活力四射，资源底
牌如何聚合为玄武的消费好牌？“关
键要打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产
品！”玄武区旅游局局长陈静说，游购
娱多元跨界，文商旅深度融合，是老
城把游客变顾客的一道“必答题”，玄
武的题眼，就在长江路。

1800 米 长 江 路 ，1800 年 城 市
史。建设长江路文化旅游集聚区，是
今年市委市政府重点支持玄武区办
好的一件大事，也是南京新消费行动
计划的重点项目。围绕一条路，玄武
大动作频频——以国资国企改革为
契机成立文旅集团，引入专业力量对
长江路进行整体升级改造；成立玄武
文旅融合发展联盟，集结 81 家相关
单位共同打造玄武文旅“金名片”；启
动百亿文旅项目、百个文旅品牌、百
场文旅体新消费活动、百家文旅融合
示范企业“四个一百”计划⋯⋯

长江路融合大幕已经开启，艾尚
天地新能量市集、德必集团翡冷翠市
集、羲和商业广场行星市集相继开
市，德基广场、1912 延长营业时间并
提供停车优惠，沿街各文博场馆积极
筹备夜间开放。玄武区还与途牛旅
游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推出

“CITYWALK·旅读玄武”特色产品，
围绕长江路人文景点，邀请专家团队
进行定制化解读，挖掘历史遗存背后
的故事，进一步丰富旅游体验。

8 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园、景
点、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等室内场
馆获准在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的前
提下开放。“旅游客流加速返场，为长
江路文旅集聚区建设提供了支撑。”
积极信号不断叠加，让陈静兴奋不
已，距离十一开街的既定时间节点只
剩不到 5 个月，玄武将开足马力，把

“大事情”办好，让“新消费”出新。
本报记者 盛文虎

五一假期玄武文商旅产业强劲反弹

借力“四新”，消费大区“换道”掘金

在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代
表“身份”和“财富”象征的，是一张
特殊银行卡里的余额。发卡行是

“姚坊门时间银行”，存入是公益服
务时间，兑换的是街道集成改革的

“红利”。
“姚坊门时间银行”是尧化街道集

成改革项目之一。该街道于2014年8
月成立“时间银行”总行，13家社区成
立分行。通过募集各层面的志愿服务
资源，引导社区里的志愿者通过累计
志愿服务时间兑换相应服务。截至目
前，已招募志愿者4800名；志愿团队
44个；累计服务30.8万人次，志愿服
务时间超过了18.5万小时。

如今，在微信内搜索“姚坊门邻
里互助”小程序，就可一键注册。每
名志愿者都能领到一张由街道与银
行共同推出的联名卡，持卡可在各个
社区实现志愿服务时间的“通存通
兑”。时间银行的服务涵盖家政服务
类、护理类、关爱交流类、外出代办
类、维修类等，可满足居民的基本服
务需求。工作人员介绍，志愿服务时
间可以支取、继承，也可以捐赠。如
果账户中时间不足或者没有时间，用
户也可以先行“借贷”时间，后期用志

愿服务进行“还贷”。
“ 姚 坊 门 时 间 银 行 ”制 定 了

“721”兑换规则，70%时间存款可以
支取等额的志愿服务，涵盖了 30 多
项服务内容；20%的时间存款可以在
街道的慈善超市或垃圾分类惠民中
心兑换日常生活物品；10%的志愿服
务时间可以结算为现金以贴补志愿
服务成本。

去年底，“时间银行”牵手街道垃
圾分类惠民服务中心，打通了时间银
行和垃圾分类的积分。居民在时间
银行里存储时间的 20%部分，就可
以在垃圾分类惠民服务中心兑换
100多种日用品，切实享受街道集成
改革带来的“红利”。

这一时间银行的储户正不断拓
展，尧化街道倡导具有专业特长的党
员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成立“爱心公益
账户”，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和便利；
尧化街道还吸纳了更多爱心企业商家
参与。只要门上有“时间银行爱心商
家”，亮出这张特殊的“银行卡”，爱心
商家们会为志愿者们提供购物打折、
满减、加赠等形式不同的VIP服务。

本报记者 仇惠栋
本报通讯员 易丹丹

“刷卡”可兑改革“红利”

“时间银行”，尧化生活新时尚

本报讯 “要开学了，我们正为
这些物品犯愁呢，谢谢叔叔阿姨！”5月
6日，家住江宁区淳化街道的困境儿童
小程家里迎来了两位老熟人，一位是
江宁区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王成凤科
长，另一位是南京晨曦未成年人保护
服务中心的小陶阿姨。接过他们送来
的复学大礼包，小程连声道谢。

小程手中的大礼包是江宁区民政
局准备的“复学防疫包”。眼下，全区
各中小学已逐步开始分批有序复学，
复学儿童必须准备一些防疫物资。江
宁区民政局在礼包内准备了“五个小
礼物”：一袋医用儿童口罩、一瓶免洗
洗手液、一包湿纸巾、一套学习用品、
一张江宁区未保中心印制的《未成年

人复学防疫手册》，通过暖心走访陆续
送到困境儿童手中。走访过程中，未
保中心人员还为每户困境儿童讲解如
何科学洗手、正确使用口罩及心理防
护等知识，并在《防疫手册》上附上心
理防疫的热线咨询联系方式。

江宁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通过公益创投方式购买专业社
会组织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充分发挥
作用，为困境儿童提供精准的贴心服
务。下一步，江宁区未保中心将根据
前期评估情况，对困境儿童实际需求
分类统计，聚焦安全复学，加大走访
力度，解决实际困难，送上暖心关爱，
为困境儿童撑起复学平安伞。

（管鹏飞）

江宁赠困境儿童“复学礼包”

本报讯 5月9日，《金陵碑刻精
华》新书发布暨碑刻文化研讨会在雨
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影视文旅中心举
行。作为南京筹建碑刻博物馆的配
套专辑文献，该书出版意味着这一新
馆有望加快落地，填补南京碑刻类博
物馆空白。

西善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陵
碑刻精华》编委会主任徐立介绍，西
善桥地区是古代南京著名的文化交
往之地，也是众人皆知的“风水宝
地”，从两汉、六朝一直延续至明清，
碑 刻 文 物 数 量 众 多 ，文 物 价 值 极
高。曾经在文物界引起轰动现为南
京博物院镇院之宝的“竹林七贤与
荣启期”砖画、中国最早的紫砂壶

“明吴经墓提梁壶”等国宝级文物均
出 土 于 该 地 区 。 为 此 ，早 在 2012
年，该街道就建成全省唯一一个街
道级博物馆。现因城市规划及自身
发展的需要，西善桥历史文化博物
馆将整体搬迁至岱山 24#地块。为
传播碑刻文化，提炼博物馆特色展
品，同时弥补南京在碑刻研究、展示
上的空白，省文史研究馆、市文旅
局、南京古都学会与西善桥街道联
合编撰该书，其中八成以上拓片已
被该馆征集收藏，将于开馆后分批
向市民展陈。该书的出版具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对今后研究、丰富南京
地区的历史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李 凯 张晨瑾）

西善桥举办碑刻文化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玄武区总工会启
动职工技术大比武活动，结合“四新”
行动设置比赛项目，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劳动竞赛将持续到年底。

据悉，玄武今年的技术比武，在项
目设置上将紧密结合南京“四新”行
动，聚焦新基建，设置了房屋安全与安
全生产知识竞赛、装载机技术比赛、花
灌木修剪等竞赛；聚焦新消费，将开展

咖啡拉花、蛋糕裱花、微景观设计、新
娘彩妆等创意竞赛；聚焦新产业重点
领域，将开展涵盖了3D、5G、无人机、
微电影、动画制作、虚拟现实三维动画
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竞赛；聚焦建设新
都市方面，将开展消防演练竞赛、保洁
技能竞赛等近50个竞赛项目。整个
活动将分阶段、抓时机、重实效，延续
到年底。 （盛文虎）

玄武举办职工技术大比武

本 报 讯 5 月 10 日，江北新区
“510尚廉日”系列宣传活动启动，同时
发布“清心末利”廉洁文化品牌，运用多
种方式增强廉洁文化品牌的感染力和
渗透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本次活动由江北新区纪工委监
察工委主办、扬子国投承办，通过直
播、云平台、VCR 分享等“线上+线
下”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清心末
利”品牌宣传片正式发布，该片从品
牌起源、内涵表达、廉洁文化助推企

业发展等方面，展示扬子国投廉洁文
化品牌建设成果。自去年“清心末
利”杯传承王荷波精神诗词歌赋全国
征集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收到各类诗
词歌赋文稿600余篇，诗歌爱好者们
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王荷波精神、

“清心末利”廉洁文化品牌以及江北
新区发展的传承和感悟。活动当天，
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几位获奖作者通
过VCR与大家分享创作心得。

（管鹏飞 季 静）

江北新区发布廉洁文化品牌

图为喵喵街。
邵 丹摄

建功立邺 到此莫愁

本报讯 5 月 10 日，位于南京
农高区的白马食品加工产业园正式
开工。该项目由白马镇商会成员单
位共同出资建设，是南京农高区未来
食品产业发展的高标准载体项目，占

地 50 亩，计划今年 11 月底建成。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生态、环保、健康高
效的集群式产业园，可入驻食品生产
企业 8-16 家，实现年产值 5 亿-6 亿
元、税收5000万元。 （金 涛）

白马食品加工产业园开工

！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