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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 

南京新街口榮膺首屆十大“中國著名商業街”，成為僅次於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

路的中國第三大商業街。其商業密集度為十大商業街之首；南京新街口商業街區現

有面積為 0.275平方公里，1600餘戶大小商家星羅棋佈，日均客流量達到 40-50萬

人次，2004年的年銷售額達到了 126億元，同比增長 17.2％，也為各大商業街之首。 

 

新街口商業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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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街口商業貿易區是南京市商貿商務中心區，其商務商貿的密集程度、經濟貿

易額、客流量，在全國都有一定的影響。 

    在南京市的幾大商圈中，新街口商圈在設施、商品、價格和服務方面具有全國領先

優勢，僅百貨業就包括：南京新百、中央商場、金鷹國際、商貿百貨、大洋百貨和東方

商城等大型商業企業，在“都市圈”市場中形成了較強的集聚輻射功能。 

    街區的日均客流量達到 40至 50萬人次，節假日最高客流量超過 100 萬人次，還吸

引了沃爾瑪、萬達購物集團、五星電器等知名商家的入駐經營。 

新街口商業街區作為有近百年歷史的商業街，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優勢

和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商業密集度高。在新街口這塊不到 1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目前

已經集中了近 700家商 店，1萬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商業企業就有近 30家。僅白下區

側 0.3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就有各種

地面商務商貿設施 120 多萬平方米，

近 500家工企單位，其中商業面積 70

多萬平方米，娛樂面積 8萬多平方

米，金融面積 10萬多平方米，商務

面積 37萬多平方米，另外還有 20多

萬平方米的地下商業設施，新街口商

業街區的密集程度之高，在全國都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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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橋 

獅子橋是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湖南路的一

條支幹道路，是一條步行美食街。現全線為花

崗岩路面，全長 330米，寬約 12 至 16米。步

行街聚集餐飲、茶樓、面點等近 40 家商家。

2000 年 6 月開始試營業至 2000 年底，全街總

營業額達 4800 萬元人民幣，上交地稅 240 萬

元人民幣，2001年 1月至 6月，完成總營業額

5200多萬元，上交地稅 252萬元。 

獅子橋原為農貿集市，1999年 11月開始改造

獅子橋道路，2000年 4月完工。同年 6月對沿

街居民樓、商務樓外觀歐化改造，8月中旬完

成。7月下旬開始獅子牌坊組裝，8月 13日完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AE%E5%AD%90%E6%A1%A5_(%E5%8D%97%E4%B

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AE%E5%AD%90%E6%A1%A5_(%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AE%E5%AD%90%E6%A1%A5_(%E5%8D%97%E4%B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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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購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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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延伸閱讀 

* 「飛機上 香港

機場 必買好物 http://tw.myblog.yahoo.com/jw!MlNVbWmHBQOsTj9FZNleePI-/article?mid=1002 

*「在香港轉機的時尚快遞 - 黃子佼」

http://tw.fashion.yahoo.com/blog/HYj3hpJJcv.MKgsSKXb7GA--/article/?mid=572  

※參考網站 

香港機場官網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index.html 

 

 

 

http://tw.myblog.yahoo.com/jw!MlNVbWmHBQOsTj9FZNleePI-/article?mid=1002
http://tw.fashion.yahoo.com/blog/HYj3hpJJcv.MKgsSKXb7GA--/article/?mid=572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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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美食  

熱情盡享 

http://www.hongkongairp

ort.com/heartydining/ 

 

香港國際機場雜誌~創刊號 

香港國際機場出版的《admire 品薈》購物〃飲食〃消閑雜

誌正式隆重面世，這份刊物介紹香港國際機場的獨特購物體

驗和特色娛樂，亦會介紹旅遊相關資訊，讓世界各地旅客在

香港國際機場享受輕鬆及愉快的旅程。 

內有豐富香港機場介紹 

購物 美食 休閒 應有盡有~ 

機場各免稅店位置圖等 

趕快連結已下午網址下載吧!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admire/tc/

magazine.pdf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heartydining/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heartyd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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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浦路商圈 

七浦路是中國上海市閘北區內最著名的商業街，以專門經營批發服飾聞名全市，由於初

時貨物樣式雷同，有人戲稱為「七車間」。 

 

街道歷史 

80年代興起的七浦路東起河南北路，西至浙江北路，另在山西北路上有一小段，直到

天潼路為止。起初是 80 年代中後期，有部分個體戶在街邊賣牛仔褲，並播放流行音樂

以招攬客源，而逐漸興旺。七浦路街市在 90年代中後期達到鼎盛……………………… 

 

90年代末，政府出台整改計劃，動遷周邊居民，讓店家逐步遷往新的商場。最先造好

的商場位於七浦路與河南北路路口，然後逐步改造原七浦路商業街。…………………… 

維基百科 http://urlzoomr.cc/J2h 

 

位於市中心地理位置優越 

七浦路商圈地處閘北、虹口、黃浦三區交界，南隔蘇州河，與黃浦商業區相鄰，西

近上海新客站，東靠四川北路商業街。整個商圈主要以七浦路為東西橫軸向，沿七浦路

以浙江北路、福建北路、山西北路以及河南北路為南北縱向商業分支，向南到北蘇州路，

向北到海甯路。  

立體化交通便於商品集散 

商圈臨近西藏北路、海甯路、共和新路、四川北路等交通幹道，公共交通四通八達，

商圈內主要公交線路集中在河南北路，是商圈東部的重要入口。  

     商圈北側臨近輕軌交通 3號線，西面有在建中的 8號線，而且規劃於 2010年通車

的明珠線二期在聯富商業廣場底下設有網站，並且與 3號線在寶山路站形成換乘，進一

步有利於人流的導入與疏散。  

     此外與上海火車新客站、北區汽車站有良好的地緣關係，也進一步發揮集散優勢，

易吸引外地客戶前來，對於批發市場而言非常有利。  

http://urlzoomr.cc/J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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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圈特輯：七浦路商圈 

http://www.myliving.cn/biz/specials/seven_p.htm?tag13 

 

 
七浦路專業服飾批發網站 http://www.7p.com.cn/ 

 

 

http://www.myliving.cn/biz/specials/seven_p.htm?tag13
http://www.7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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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延伸閱讀 

*「在上海。號稱女人天堂的~「七浦路」」 

 http://tw.myblog.yahoo.com/jw!jb78THKUGQFQz61P9AufpA--/article?mid=21557 

*「01/03 小小胖上海行第八天－七浦路興旺國際服飾城」 

  http://blog.xuite.net/rockrose530/blog/41800896 

*「【上海七浦路】淘寶之旅 」 

  http://tw.myblog.yahoo.com/jw!atp_JFeXBhZavr3p.4jjV.Q-/article?mid=3924 

*「[遊記] 上海 七浦路市場」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26691836 

*「2007 上海杭州自由行-第四天 之 [七浦路血拼趣]」 

  http://tw.myblog.yahoo.com/jw!68bEM7afHRoZZHdxXM8RGpBCBqFT/article?mid=3233 

*「081010 上海七浦路血拼」 

  http://tw.myblog.yahoo.com/jw!0.mA5niEFRkRV0mrdGNXclbi8Trelz4-/article?mid=208 

http://tw.myblog.yahoo.com/jw!jb78THKUGQFQz61P9AufpA--/article?mid=21557
http://blog.xuite.net/rockrose530/blog/41800896
http://tw.myblog.yahoo.com/jw!atp_JFeXBhZavr3p.4jjV.Q-/article?mid=3924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26691836
http://tw.myblog.yahoo.com/jw!68bEM7afHRoZZHdxXM8RGpBCBqFT/article?mid=3233
http://tw.myblog.yahoo.com/jw!0.mA5niEFRkRV0mrdGNXclbi8Trelz4-/article?mid=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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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隍廟 

上海城隍廟，俗稱「老城隍廟」，

是中國上海著名景點，道教正一

道在上海的最主要的道觀。 

老城隍廟位於黃浦區南部，臨近

豫園。明朝永樂年間由原金山神

廟改建而成。城隍廟內供奉有三

位城隍，分別是霍光、秦裕伯和

陳化成。清朝道光年間，老城隍

廟達到全盛，佔地面積達到約 50畝。民國時期，廟宇屢遭火災，民國 15年（1926年）

重建了大殿。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城隍廟受到衝擊，廟宇被挪作他用。1994年，老城

隍廟被修復，重新成為道觀。目前，老城隍廟包括霍光殿、甲子殿、財神殿、慈航殿、

城隍殿、娘娘殿等殿堂，總面積約一千餘平方米。 

老城隍廟周邊廟會逐漸發展成為上海年代最為久遠的商業區域，各種小吃餐廳、古玩商

鋪和小商品市場鱗次櫛比，以小籠包、梨膏糖、五香豆等食品最為出名。 

※參考網站 

上海城隍廟 

http://www.shchm.org/ 
維基百科-上海城隍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9F%8E%E9%9A%8D%E5%BB%9F 

 

 

 

http://www.shchm.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9F%8E%E9%9A%8D%E5%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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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園商城 

如今，凝聚百年經典的豫園商

城已發展成為集黃金珠寶、餐

飲、醫藥、百貨、食品、房地

產、進出口貿易、金融投資等

產業為一體，多元發展、專業

經營的國內一流的綜合性商

業集團和上市公司（60065

5），擁有商業設施近 13萬平

方米，全年客流超過 3700萬

人次。 

豫園商城旗下有 2 個中國馳

名商標、14 個上海市著名商標以及眾多中華老字型大小和百年老店等為核心的產業品

牌資源，經營業績連續十年名列全國大型零售企業（單體）第一位，躋身中國 500 最

具價值品牌。  

商城概況 

地處上海市黃浦區的豫園地區，從元、明、清到民國初年，700多年來一直是上海的政

治、經濟、文化中心，被稱為“上海的根”，是上海特有的人文標誌和文化名片，其

中方圓 5.3公頃的豫園商城，起源於 140多年前清同治年間的老城隍廟市場，集邑廟、

園林、建築、商鋪、美食、旅遊等為一體，從而構成了上海 700 年歷史文脈的物化展

示和上海城市文明的視覺演繹，豐厚的文化底蘊、濃郁的民俗風情、鮮明的經營特色

更使豫園商城成為全上海最中國的地方而享譽海內外。 

http://www.yuyuantm.com.cn/yuyuan/cn/AboutYuYuan/ShoppingCenterInfo.aspx 

http://www.yuyuantm.com.cn/yuyuan/cn/AboutYuYuan/ShoppingCenter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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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延伸閱讀 

*「上海城隍商圈」 

http://www.ipeen.com.tw/i/%E8%A7%80%E5%85%89%E5%AE%A2%E6%9C%9D%E8%81%96%E5%9C%B0----%

E4%B8%8A%E6%B5%B7%E5%9F%8E%E9%9A%8D%E5%BB%9F%E5%95%86%E5%9C%88/comment/117314 

*「豫園商圈」 

  http://tw.myblog.yahoo.com/jw!eZtOKWWRAg7O7tqsECRHAnWbVsKWaA--/article?mid=3269 

*「上海 豫園商圈」 

  http://blog.yam.com/joy0616/article/31800775 

*「2011 上海 豫園特色商圈 城隍廟趴趴走 」 

  http://gygy.pixnet.net/blog/post/28734873 

*「上海城隍廟、豫園商圈」 

  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1936216 

*「上海城隍廟+豫園商圈_上」 

  http://tw.myblog.yahoo.com/jw!u3aOLQOTHBKK2WfGsLw0ppeZUg--/article?mid=6605 

 

http://www.ipeen.com.tw/i/%E8%A7%80%E5%85%89%E5%AE%A2%E6%9C%9D%E8%81%96%E5%9C%B0----%E4%B8%8A%E6%B5%B7%E5%9F%8E%E9%9A%8D%E5%BB%9F%E5%95%86%E5%9C%88/comment/117314
http://www.ipeen.com.tw/i/%E8%A7%80%E5%85%89%E5%AE%A2%E6%9C%9D%E8%81%96%E5%9C%B0----%E4%B8%8A%E6%B5%B7%E5%9F%8E%E9%9A%8D%E5%BB%9F%E5%95%86%E5%9C%88/comment/117314
http://tw.myblog.yahoo.com/jw!eZtOKWWRAg7O7tqsECRHAnWbVsKWaA--/article?mid=3269
http://blog.yam.com/joy0616/article/31800775
http://gygy.pixnet.net/blog/post/28734873
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1936216
http://tw.myblog.yahoo.com/jw!u3aOLQOTHBKK2WfGsLw0ppeZUg--/article?mid=6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