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麻国栋 实习生 苏涵 文/图

夜间顾客多
做好了淡季也不少卖
� �“晚上 12 点都还有得逛，街上不少门店都延长了
营业时间。”入伏以来，每到日落西山时，市区主要街道
热闹起来，店家把最显眼的商品摆到临街橱窗前，店内
灯火通明，吸引过往市民。

前天晚上，记者在对公园西街、冶金路街上的多家
小商铺走访后发现，针对炎热天气，有的小店将工作节
奏进行了调整， 晚上全心全意做生意， 白天来盘货做
账；有的小店则将店员进行了重新分班，白天留一两个
人看店，晚上消费高峰时间段增加人手，卖力吆喝；还
有的小店索性上午休息半天，到中午才开门迎客，而夜
间又比平常晚了一两个小时打烊。

冶金路上的一家服装店，以卖休闲装为主。老板娘
告诉记者：“最近，晚上客流量较前几个月翻番，所以就
把店里的工作重新安排了一下，除了周末，白天店里我
们做账、理货，晚上一心一意做生意。 ”

老板娘说，夏天本是服装业的淡季，但是最近如果
晚上做得好的话， 白天即便卖不出几件， 到晚上也有
2000多元的营业额，销售额和前几个月相差无几。

在钢铁北路上的一家麻辣香锅店里， 店长告诉
记者，上午 10 点开门，店里大概只有两个店员，到
了下午四五点以后，太阳下山了，顾客慢慢就多起
来，店员得增加四五人，然后一直忙碌到晚上 10
点多打烊。

“这段时间，晚上来店里吃饭的人很多，晚上 8 点
以后客流量最大，店员很辛苦，一直不停地工作。”店长
说， 工作时间白天改夜间， 店员每人每月加 300 元工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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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 催“火”牛城夜经济
� � 夏日炎炎，白天太热，不
少市民调整为“昼伏夜出”。
商家也瞅准这一商机，各大
商场、沿街门店纷纷延长经
营时间或 24 小时不打烊，
加足吸金的“马力”。 一家家
灯火斑斓的店铺，就像一束
束火把，点亮牛城的夏日夜
经济。

各大商场灯火通明
七八点钟出现客流小高峰
� �“以往从下午五六点钟开始，客流
量就会下降， 但是最近情况出现‘反
转’。 ”7月 23日，本市一家大型百货商
场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近一
周以来，晚间客流明显提升，每天晚上
七八点钟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客流小高
峰，很多品牌的销售也随之提升。 ”

据了解，今年入夏以来，本市多家
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均出现了晚间客流
增长的情况。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有关
人士表示，近期，晚间客流增幅大约在

三成左右，近三分之一品牌商铺的销售
额都有所提升。

“现在商场的购物环境越来越好，
促销活动也丰富，所以最近我们每天都
过来逛逛。 ”张先生在一家购物中心接
受采访时说，“每天都会消费，至少带孩
子吃点甜品！ ”另有消费者表示，晚上 7
点后的交通状况也比白天好一些，出来
逛一逛挺方便。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晚间客流增长
的原因，一方面部分市民习惯晚间到大
卖场散步纳凉，一方面是各大品牌纷纷
针对应季商品推出大手笔的优惠让利
活动。

据悉，现在本市各商场推出“夏季
大减价”、“会员回馈”、“全场特卖”等促
销活动的品牌非常多。仅以桥西区一家
购物中心为例，目前有夏季促销的品牌
就不下三四十家，其中很多商品都优惠
至五折甚至三折。

同时，不少商场为了进一步提升晚
间消费， 有针对地推出晚间额外折扣、
闭店前限时特卖等专属优惠。 另外，部
分卖场晚间的互动体验活动、文艺表演
等也十分丰富。 部分商家接受采访时
说，喜欢晚饭后散步逛街的市民，不妨
多关注一下卖场的生鲜食品、 熟食专
柜，通常闭店前的折扣都非常大。

24小时营业揽顾客
便利店快餐店夜间不打烊
� � 夜间的“高人气”现象，更是让 24 小时营
业的店铺利润大增。

“在冬季、春季，夜里 11点之后，就没什么
人来买东西了。 ”团结大街一个便利店营业员
说，现在到了夜里三点也会有人来买东西。

夜间便利店饮料、零食卖得多，也有人出
来找蚊香、 电插座。“一晚上能接待七八拨顾
客，有三四百元的收入，以前冷的时候几乎没
什么人来。 ”

快餐店夜间销售量小，没什么利润，许
多店 24 小时不打烊， 主要目的是提高店
面的美誉度。 但是到了夏季， 夜间也能挣
钱。

“晚上至少需要三个人在店里，以前夜里
11 点后卖个二三百元就不错了， 还不够材料
和人工费用。”中兴大街一家快餐店老板说，现
在夜间至少能卖五六百元， 纯利润在一二百
元。

记者注意到，24 小时营业的店面相对
来说还是不多，除了便利店、快餐店和一
些休闲店外，很少有其它业态的店面24 小
时不打烊。

记者在网上查阅得知，一些城市通过补贴
水电费等形式，推出 24 小时书店，郑州、宜宾
等城市还鼓励某一集中区域或某一商圈夜间
不打烊。 长沙有商家推出“店商+电商”的模
式，市民网上订货，商家随时送货，实现 24 小
时服务不打烊。

今晚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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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铭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邢台桥东区予让桥办事处新合庄村， 已于
2015年 7月 22日取得邢台县公产房产管理管理处发放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
项目名称：城北小区，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 20150701�号。 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4]第 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现该项目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县公
产房产管理处监管。 为保证预售资金用于该项目工程建设，请广大人民在购房时将购
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公告
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河北铭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大郭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71200122000021763�

�������监督咨询电话：3220896,3218200
�������售房咨询电话：3225666�

�������������������������������河北铭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24日

通 告
邢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取得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恒大城 A6# 楼,预售房屋座
落开元路与团结路交叉口东北角，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 2015028号。根据邢台市人民政
府令第[2014]第 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现该项目已于 2015�年 7 月 21
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 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监管
（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是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推出的便企利民新举措，方便
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向监管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承购人
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广大市
民在购房时将定金、预付款、房价款（包括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
接打入监管账户， 以确保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 防范商品房交易风
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邢东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50203001040015797

��������监督咨询电话：2255506、2255816
��������售房咨询电话：3301666/888

��������������������������������邢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21日

通 告

声明
马西安不慎将妻子

张双京的骨灰寄存证丢
失，存放于邢台市殡葬管
理处安息楼寄存证号：
202121，声明作废。

邢台南小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史志军
签订的坐落于桥西区泉
南大街以南、 达活泉斜
街以东、 兴达路以西汀
沙云树·尚泉城 1B 号楼
5 层 1 单元 501 室 ，-1
层 1单元 42号地下室房
产 的 YS2011010740 号
商品房预售合同已备
案，因退房原因，导致商
品房预售合同不能履
行， 经双方协商签订了
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协
议， 双方共同向邢台市
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
请 注 销 YS2011010740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备
案， 现共同声明双方所
签 订 的 YS2011010740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一式
4份作废。相关权利人如
有异议请于声明刊登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邢
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
心提供书面异议申请。

特此声明
声明人： 邢台南小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史志军

2015年 7月 21日

注销商品房
预售合同备
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