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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眼镜缑城周刊 专版

（四）运动
休闲·主题

展会

（五）智慧
共享·e购

生活

（六）风情
体验·百态

生活

第二十届
汽车博览会

文具产业博览会
暨户外用品展

双十一狂欢节

双十一狂欢节

电商服务月

浓情大观
与爱同行

西子淘物节

宁波吃货团走
进浙江老字号

1元观影

10月19日-21日

11月15日-17日

11月5日-11日
11月5日-11日

11月11日

11月5-11日

11月7-24日
11月8-11日
10月25日
11月2日
11月21日
11月28日

10月25-27日

11月2日-
11月11日

10月27日

购物节期间每个
周末

国际会展中心

国际会展中心

宁海大厦
国际购物中心

发烧友家电

耀德百货

物美超市
小小超市
西子国际
西子国际
西子国际
西子国际

大观文化园

西子国际

草湖食品
力洋酒厂

万象影城、时代
影院、横店影
城、金逸影院

共70余个品牌参展，新能源车
品牌超过10个，汽车展示展销、
新车上市发布会、车模表演等。
设立标准展位500个，开展文具
及户外用品展览、展示、展销。

线上线下同价，5折抢购。

价格低于国美、苏宁、京东，全
年最低折扣，保价180天。
全场低至2.11折，购物满11元
送砸金蛋券一张，11日晚上8点
砸金蛋抽金条等，中奖率100%。
线上购物满100减50
全场折扣
电商服务月启动仪式
国内电商环境分析
阿里巴巴国际站专场
品牌出海专场
大观剧院在购物节期间推出各
类演出，为市民带去雅俗共赏
的节目。
举办西子淘物节，推出1元、9.9
元好物秒杀活动。
邀请宁波吃货团走进宁海老字
号企业，参观老字号企业生产
工艺，DIY制作老字号产品。
各大影院错时推出1元观影活
动，万象影城10月 27日-28
日、时代影院11月3日-4日、
横店影城11月 10日-11日、
金逸影院11月16日-18日。

（三）舌尖
美食·品味

生活

万圣狂欢夜

感恩内购会

购机送好礼

第11届宁波美
食节

大梁山啤酒节

宁波吃货团
走进宁海

10月30日-
11月1日

11月16日-
11月18日

10月19日-
11月18日

10月26日-30日

10月27日-28日

10月27日

宁海大厦
国际购物中心

耀德百货

同心手机

宁波文化广场

西子国际

土豆小村

万圣节化妆舞会

全场凭内购券购物折上折，并
有抽奖活动。
购机送好礼，最高降1300元，
羽绒被、儿童电话手表等大奖
免费领。
组织宁海餐饮企业在宁波文化
广场展示宁海特色菜和展销宁
海特色农副产品。
通过文艺演出、啤酒销售、特色
小吃展销等活动，打造户外酒
吧式美食节。
组织宁波吃货团走进宁海特色
农产品基地活动。

活动板块

（一）购物
节商家互
动平台

活动名称

微信小程序抽
大奖

周年生日趴

15周年店庆

暖暖敬老情

生鲜特惠
超级星期二

会员购物满
120元

返60元券

精选商品五折
优惠

分类折扣活动

家电金秋特卖“惠”

活动时间

11月1日-
11月18日

10月19日-
10月29日

10月20日

10月19日-
10月21日

10月19日-
11月18日（每周二）

10月19日-
10月25日

10月1日-
10月31日

10月10日-
10月23日

10月27-28日

活动地点

购物节组委会
统一开发的微
信小程序平台

宁海大厦

国际购物中心
发烧友家电

耀德百货

世纪联华超市

华润万家超市

小小超市

物美超市

宏彩家电

活动内容
一等奖华为mate20一台、二
等奖购物节代金券1000元、三
等奖购物节代金券、各商家提
供的抵用券等。
周年庆启动仪式、感恩晚会生
日趴、店庆狂欢大巡游、总经理
签售、VIP积分回馈。
店庆感恩回馈
全场中老年服饰低至2.8折，50
岁以上折上8.8折，活动期间购
物满498元送保温杯一个。
生鲜爆款商品推荐回馈消费
者。
一次性购联合品牌商品满120
元返60元现金券一张，最高返
120元，买满80元即可使用一
张，单张小票用一张。
满意桂圆荔枝五折、威龙窖藏
干红整箱五折、康能芥花玉米
胚山茶油礼盒买一送一等。
精选18个品类5折，47个品类
7折。
进店有礼、凭卡优惠、砸金蛋等。

（二）欢乐
购物·时
尚生活

金秋盛宴 “嗨”不停

打造宁波南部区域性消费中心

（七）全域
旅游·多姿

宁海

（八）服务
惠民·便民

利民

（九）购物
节闭幕式

惠民旅游

精品民宿抖音
大赛

社区双进活动

家政服务技能
比武大赛

农超对接活动

闭幕式

11月11日

10月15-
11月28日

11月11日

10月19日

11月9日

11月16日

华庭家园

前童等乡镇

华庭家园

县社区学院

欢乐佳田

西子国际

八折办理旅游年卡，11月11日
消费者可携带居民身份证和一
寸照片在华庭家园现场八折办
理旅游年卡。
举办2018年宁海精品民宿抖
音短视频大赛。
开展“便利消费进社区，便民服
务进家庭”活动。
开展家政服务技能比武大赛，竞
赛包括家庭保洁、老人护理、家
庭餐制作、母婴护理四个项目。
邀请超市代表以及村淘等农村
电商代表与本地农产品基地开
展对接。
活动总结、公布亮点活动、颁发
购物节活动大奖以及闭幕式演
出等。

近两年，宁海商圈可谓风起云涌，商业
版图也增加了不少新面孔：西子国际商业综
合体的开张营业，人民大道地下步行街开门
迎客……让宁海商业版图向外、向下扩张的
同时，也重新改写了宁海商业的格局。最为
重要的是，西子国际等商业综合体在开业之
初就肩负着引领宁海新商圈发展的重任，它
们的开张标志着宁海商业的全面提档升级，
为宁海打造宁波南部区域消费中心又增添
了一个厚重的砝码。

可喜的是，新兴商圈不断进入大家的视
野，老牌商圈也在提升创新魅力，太平洋百
货，作为宁海老牌商圈的代表，也不断腾出
商场空间，引入更多的体验式业态来吸引人
气，为消费者精心营造贴心的购物环境，进
一步提升老牌商圈的商业品质，助力老牌商
业向好向新发展。

购物节作为繁荣和活跃消费市场的重
要措施,也是促进我县消费、拉动内需的重

要平台。
2018年上半年，我县累计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98.19亿元，同比增长10.3%，增
幅位列全市第三；实现商品销售总额251.08
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幅位列全市第三。
今年1-9月份实现网络零售额50.4亿元，同
比增长39.6%。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我县近
年来一直坚守的改革创新，推动商贸流通转
型升级密不可分。

一是积极开拓县外市场。发动企业参
与中东欧博览会、消博会、食博会等贸易展
会的一对一对接洽谈会，宣传本土企业品牌
打开销路。二是不断提升商圈品质。突出
功能区分，引导各核心商圈进行餐饮、体育、
教育等业态错位发展，鼓励其引进知名品
牌，凸显高端引领带动作用，提升商圈品质
消费。同时培育太平洋百货、小小超市、美
一餐、大鱼馆等本地商贸品牌，实施品牌输
出战略，吸引周边乃至长三角的消费群体。

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新发展。推进中纺
城市奥特莱斯、金山国际广场等项目；完善
汽车4S集聚区配套设施，提升汽车综合交易
区块的综合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宁海的对外
辐射能力。

本次购物节，也将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战
略，在宁波文化广场现做现卖特色美食，宣
传宁海美食，提升宁海美食的知名度。同时
组织宁波吃货团走进宁海特色农产品基地
活动，品尝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宣传推广我
县优质农副产品。举办第二十届汽车博览
会。通过吸引宾利、玛莎拉蒂等国际知名品
牌参展，吸引周边县市的消费者前来购车。

未来，随着更多商业综合体在宁海的落
地生根，加上一批特色商业街的打造，宁海
的商圈版图在进一步扩张的同时，定位分工
也更加明确，宁波南部区域性消费中心商圈
地位也将进一步凸显。

让我们一起期待。

2018宁海金秋购物节

丹桂飘香今又是，黄
金十月丰收时。10月19
日至11月18日，2018宁
海金秋购物节缤纷上演。
本届购物节紧扣“乐享生
活，购在宁海”的主题，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期
间，整合线上线下、联动
商旅文等各类资源举办多
项活动，旨在联动全域，
打造全城参与的消费盛
事，让全县人民天天
“嗨”翻天。

金秋十月，是个充满丰收和喜悦的季
节，也是市民置业、换季、抢实惠的最佳
时机。为了最大化迎合消费者，本届购物
节各商家也是八仙过海，各显“促销手
段”，一口价、折上折、一元观影等抄底促
销随处可见，放“价”力度可谓是让人怦
然心动。

今年的购物节，安排了欢乐购物、舌
尖美食、运动休闲、智慧共享、风情体
验、全域旅游、服务惠民等七个主题板块
的活动，商品丰富度涵盖消费生活的方方
面面。老牌商家太平洋百货、发烧友家电

纷纷推出周年庆促销活动，感恩回馈消费
者。马大嫂们最关注的各大超市也集体打
折，世纪联华每周二生鲜爆款商品推荐回
馈消费者，同时结合买一送一、买赠有
礼、专柜折扣等形式开展购物节促销活
动；小小超市精选商品五折；华润万家指
定购物节推荐商品让利消费者，联合银联
每周六“满100减20”；物美超市精选18个
品类的商品五折促销；耀德百货感恩内购
会，全场凭内购券购物享受折上折，同时
参加抽奖。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今年购物

节着力于推动商业与娱乐、文化、体育的
跨界联动。如大观文化园夜市街区，在购
物节期间推出各类演出，为市民带去雅俗
共赏的节目，如民间表演、大型旅游歌舞
剧等。西子国际万象影城、泰悦城金逸影
院、大观文化园横店影城时代影院等，将
在指定日期错时推出1元观影活动，丰富消
费者的休闲娱乐生活。

如果你是一枚标准的“吃货”，本届购
物节也定会让你“吃个够”。大梁山啤酒节
将结合文艺演出、啤酒销售和特色小吃展
销等活动。

顺应消费升级，才能引领新消费的浪
潮。近年来，我县商家也紧紧抓住购物节契
机，在新旧业态竞争中寻求突破，在商业转
型变革中谋求发展：数字化消费、体验式消
费、线上线下互动,虚拟实体融合……商业
转型不仅增强了实体店的亲和力,也大大激
发了市民大众的购买欲、扩大了市场销售。

对于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全城联动也
是此次购物节的一个新热点。太平洋百货线
上线下同价，疯狂抢购不止5折；发烧友家
电参加活动电器比国美、苏宁、京东等平台
优惠，保价180天，全年最低折扣；耀德百

货全场低至2.11折，活动期间购物满11元
送砸金蛋券，奖品有金条、多功能锅、抱枕
等，100%中奖；各大超市及老字号同步推
出双十一折扣活动……

当然，对于目前仍是商业零售业主体的
传统商业零售企业来说，创造出实体店更加
贴心的客户体验才是转型升级、引领新消费
的根本，要在商品品类上、快速更新上紧跟
客户需求，在服务环节上更贴心更周到，不
断提升服务能级。购物节能否是零售业吹响
向着现代服务业高地发起冲锋的号角，且让
我们拭目以待。

对此，县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是信心满
满。他表示，扩大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本届购物节
具有商圈联合促销、跨界互动的特征，商
贸、信息、旅游、文化等领域融合，旨在将
活动打造成为商旅文联动的一个典范，增强
消费创新驱动，加速商业转型升级，让宁海
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当然，最关键的着力点
还是希望通过购物节促进网购和实体店的深
度融合发展，将“实体回暖”四个字切实落
到实处。

线下线上融合引领新消费

● 记者 叶子

2018宁海金秋购物节活动一览表

微信小程序活动商家招募已全面启动，有兴趣参与的商家请联系购物节小程序
活动筹备组。联系人：徐亲兵，联系电话：13968350103。

全城联动促消费

在各大商家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之余，
主办方还设计了一个大大的“彩蛋”作为全
城联动的压轴大戏，针对本次活动，开发了
专门的微信小程序，将联合超过100余家商

家，于11月1日正式上线开展全城商家大
联动，为消费者的购物狂欢节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平台上惊喜多多，有全县商家提供
的各类礼品券、购物抵用券等，更有主办方

准备的大奖——华为mate20手机一台以及
购物节商家通用代金券。

一场年度购物的金秋盛宴已经滚滚来
袭，你心动了吗？

主办单位：宁海县商务局、宁海县文广新闻出版局、宁海县旅游委员会、宁海县会展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