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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加入抗疫爱心接力赛
从3月4日开始， 广州万菱汇就率

先在其商场户外设立了一个“无人值
守暖心站”，向坚持奋战在一线的外卖
小哥、快递小哥、环卫工人、交警和城
管提供各种免费食物和饮料。 随后，广
州K11、天环广场、天河城等商场也陆
续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赛中。

近日， 广州太古汇也举行了一场
为出租车、 网约车司机提供免费餐食
和休憩之处的爱心公益活动。

广州各大商场纷纷举行为战疫一
线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爱心餐食的活
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广州市政
协委员、 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副院
长谭国戬认为， 广州各大商场纷纷举
行这种为战疫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爱心
免费餐食的公益活动， 值得鼓励和支
持。 这类活动可以有效提升、弘扬社会
正能量，起到一定的正面引导作用。 同
时也能构建城市文明， 让我们的城市
文化能得到均衡发展， 人与人之间可
以感受到真诚的温暖。

积极参与“暖爱广州”行动
3月15日，由广州市商务局、广州

地区五大餐饮行业商协会、 羊城晚报

社等联合发起的“暖爱广州”行动，获
得全城各大商场的积极响应。

近日，白云万达广场、番禺万达广
场、南沙万达广场、萝岗万达广场、增
城万达广场、新塘万达广场、海珠万达
广场等七座万达广场也决定加入“暖
爱广州”行动。 这七座万达广场不仅号
召了场内的餐饮店积极参与本次活
动， 还将陆续在商场LED屏等重要点
位做“暖爱广州”的活动宣传。

除了广州地区的七座万达之外，
万菱汇、天河城、天环广场、东方宝泰、
合生广场、凯德乐峰广场、江燕路万科
里、凯德广场云尚、 中华广场、广州友
谊环市东店、时代广场、花城汇，以及
佛山地区的越秀悦汇天地等多家商
场，此前也纷纷加入到了“暖爱广州”
的行动中来。

被问及为何要参加本次“暖爱广
州”的活动时，粤海天河城集团推广策
划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走
心，有温度！ ”

万菱汇的有关负责人则表示：“我
们希望通过‘暖爱广州’向社会各界宣
扬这一积极正面信息， 一同暖化餐饮
市场的寒冬。 ”

拥抱“VR购”打造全渠道模式
疫情期间， 实体商业面临着居家

防疫带来的线下少客、无客的局面，广
州K11联手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企
业Aibee，利用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
实等技术，迅速推出“VR购”产品，助
力线下零售突围疫情困局， 打造线上
线下融合的全渠道模式。

3月27日，广州K11“VR购”更升级
为全Mall可VR逛模式，顾客更能直接
在VR内与店员沟通、支付购买。 而这
种“VR购”，打破了“只能逛店”的传统
VR模式， 顾客不仅可以浏览360度全
景店铺和商品， 同时还能在偌大的购
物中心游逛，观赏广州K11内充满艺术
氛围的装置陈列， 享受如临线下商场
一般的购物体验。

据了解，除了广州K11，佛山中海
环宇城等也借助了这一技术打造了线
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模式。

在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会长杨青松看
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零售的全渠
道进程，零售商纷纷推出“云购物”、“云
逛街”、“到家服务”等，其本质都是通过
移动互联网，联结客户和商户、商品。

杨青松认为， 目前线上下单、结
算、 物流都已比较成熟， 但在选购环
节，还缺少成熟的、实用性的技术，特
别是对一些百货类商品， 需要远程实
现对商品更详细的了解。“VR购”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点， 让线上购
物从选择开始就变得简单。

A.酒精消毒液
这次疫情让很多家庭都

囤了酒精消毒液， 但酒精易
燃易挥发， 绝不能在家中大
量囤积。

据介绍， 酒精在空气中
爆炸极限为3.3%-19%，当空
气中的酒精含量达到3.3%以
上，遇到火源会发生闪爆；当
达到19%， 温度等于或高于
13℃以上时， 遇到火源就会
闪燃。

有专家建议， 居民在家
中用酒精消毒时， 可以购买
民用小包装的医用酒精，单
瓶包装不宜超过500毫升，不
要在家中大量囤积。

在室内使用酒精时，需
要保证良好通风， 勿在空气
中直接大面积喷洒使用。

B.含氯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是指溶于水

产生具有灭杀微生物活性的
次氯酸的消毒剂， 其中就包
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84
消毒液。

84消毒液主要用于家里
的地面、家具、墙面、门窗等
的消毒杀菌， 家庭使用一定
要按照消毒剂与水为1:10比
例稀释。

需要注意的是，含氯消毒
剂不要随意与其他消毒或清
洁产品混合使用。 例如，84消
毒液与洁厕剂混合，会产生有
毒气体，刺激人体咽喉、呼吸
道和肺部甚至引发中毒。

C.杀菌消毒气雾剂
喷雾型杀菌是日常生活

中最简单方便的杀菌产品 ，
不仅可以用于家居清洁消
毒，还能用于外出、上班等，
可随时随地杀菌， 但千万不
要对着脸喷洒。

“衣服前面的不透， 后面的透
……要的抠一下‘85’。 ”一名网红主
播一只手拿着一件材质轻盈的白色
长裙，另外一只手伸进衣服内把手掌
探开，给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展示
细节。 直播地点就在广州泓阳服饰服
装展厅厅内，泓阳服饰的总经理吴福
敏将直播过程录制下来，打算学习一
下直播带货的技巧。

跟主播合作是泓阳服饰进行线
上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 银马国际服
装城内的泓阳服饰拥有多个品牌供

主播挑选，也会提供舒适的直播环境
供主播直播。 一场直播时长为2-5个
小时不等，在线人数一般为5000多人
次，总观看人数上万，通常一场直播
下来带货量可以达到200-500件。 疫
情发生后，虽然走低的销量和物流限
制给总经理吴福敏的心态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但在银马物业的帮助下，
销售情况也在慢慢变好起来，每个月
销售量可以达到4-5万件， 甚至比去
年同一时期还要高。

同样凭借线上直播翻身的还有茵

曼。 疫情发生后为了自救，汇美集团旗
下品牌茵曼果断将视线聚焦线上，借
助小程序、社群、直播等多个渠道，持
续为消费者输出内容与提供服务。 其
中， 线上直播更是成为品牌新的增长
点。 2月21日茵曼官方在微信的直播首
秀， 创始人空降直播间分享心得吸引
逾100万人观看，26万人点赞。而后，茵
曼迅速将经验复制到各个门店， 因店
制宜开展店主直播培训。 2月26日，茵
曼商丘梁园区中环广场店直播一个小
时，销售业绩便超万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实习生 沈安荞

去年的暖冬和当前的疫情让服装企业
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 如何才能提
升竞争力，在线上寻找突破？ 广东省服装服
饰行业协会、 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日前
倡议发起了“广东服装一起尚”公益助企线
上促消费活动，并联合行业商协会、线上平
台、专业市场和媒体机构等各方力量，打造
广东服装线上促消费聚合平台。

本次公益行动自倡议发起以来， 得到
了行业内外的热烈响应。 包括天猫海外、京
东、1688和唯品会在内的15家线上平台，以

及41家商协会、10家专业市场、多家服装品
牌和媒体机构纷纷参与其中， 还有广东省
30多所高校的校园潮流推手也群策群力。

3月 18日原定是 2020广东时装周·春
季的开幕日 ，受疫情影响 ，时装周活动延
期举办了 。 但另一场全民云时尚云购物
的盛会却在线上开启 。 本次公益线上促
消费活动的实现载体 “阅货 ”小程序已在
近日正式上线 ， 可以免费链接各大服装
企业/品牌线上销售渠道， 让服装企业减
少损失的同时 ， 也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

在的让利。 据悉，包括茵曼、KM、真维斯、
莱克斯顿、 富绅等数百家知名服装企业、
品牌 、设计师已成功参与进来 ，品牌阵营
还在持续更新壮大中。

发起方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 、广
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希
望通过 “广东服装一起尚 ”公益助企线上
促消费活动 ，刺激线上消费 ，集中打造云
购物平台，助力广东服装企业与消费者实
现更好的对接 ， 推动广东时尚经济的发
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受疫情影响，已经关闭诸多实体
店铺的茵曼团队反应迅速，开始将重
心转向线上业务，不仅是直播，他们
引导手下员工， 并首次对外招募1万
名“推手“，通过他们在朋友圈、微信
群、个人聊天网罗顾客并引至微店消
费，将人脉资源转化为购买力。 线上
推广和直播双管齐下，丰富了品牌营
销的模式。

贝左服饰的总经理彭志刚也将
销售重心转向了线上。 面对疫情，他
坦言，由于消费者无法出门，消费习
惯也随之改变由线下转为线上，是对
线下实体店铺是一个打击，线下销量
下降了有百分之六七十，但线上营销

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白。 作为年轻的
创业一代的80后，他一直在紧跟时代
潮流追寻新颖的营销模式。

2013年彭志刚便开始在土豆和
优酷等视频网站上投放长视频；2017
年和淘宝达人合作直播带货；2018年
在爱库存上进行线上批发；2019年运
用社群营销理念将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 开拓人脉圈和社群圈， 将资源变
现。 现在的彭志刚致力于全网营销，积
极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等新媒
体平台上发展社交新零售模式。“服装
行业是一片‘红海’，竞争十分激烈，只
有不断进步和探索才能生存下来，不
思进取只会被淘汰。 ”彭志刚说道。

不仅是企业自身谋求出路，银马
国际服装城也在积极帮扶园区内的
企业转型升级。 他们积极寻求与拼多
多的合作，希望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增
加流量。 园区六楼的直播基地已经建
设完成，并聘请了济南成熟的直播团
队给商户们做直播指导，教授园区企
业如何分辨货品和与主播合作。 此
外，他们还派遣人员前往浙江、山东
等有经验的线上销售地进行学习。 银
马集团的董事长陈日新跟记者说，面
对互联网的冲击，他希望社会各界可
以帮助服装批发行业与各线上销售
平台搭建合作的桥梁，帮助产业的经
营模式完成转型升级。

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

智能手机作为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对其的需
求不仅越来越高， 同时也越来越
宽泛，尤其是在日常拍照、社交、
游戏娱乐、移动办公等方面，不仅
需要优秀的性能表现， 同时对于
手机安全也同样有着更高要求。

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
作为开启三星Galaxy手机下一
个十年的重磅产品，其在拍照、屏
幕、5G等方面均带来了突破性升
级， 并针对性能体验等诸多方面
进行了深度优化， 同时在手机安
全方面， 也依旧保持了超高的水
准，让用户能够尽情、安心地享受
最佳移动体验。

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拥
有比以往产品更大的传感器，在
AI技术的配合下，可让用户拍出
细节清晰的超高清照片， 即使在
放大或裁剪后也能保持出色的清
晰度。 此外， 三星Galaxy� S20�
Ultra� 5G独具的 9像素合一技
术， 让用户在暗光环境中也能拍
出层次丰富的高质量照片。

此外， 超视觉空间变焦功能
则能够帮助用户轻松捕捉超远距
离景致。 全新的AI一键多拍模
式， 可帮助用户同时拍出不同拍
摄模式、滤镜的照片以及10秒的
短视频。 不仅如此， 用户还可录
制8K视频，并通过8K视频快照功
能，从视频中截取3300万像素的
超高清静态图片。

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全
新的动态AMOLED� 2X超感官
全 视 屏 ， 带 来 了 2K 分 辨 率
（3200×1440）， 以及最高120Hz
刷新率和240Hz触控采样率的视
觉、触控双升级，同时延续了以往
HDR10+认证、 护眼显示屏以及
德国VDE认证等出色品质， 让用
户拥有更细腻丰富的视觉效果。

针对游戏玩家， 三星还与国
内合作伙伴共同对主流游戏进行
了高帧率适配， 并且获得了泰尔
实验室“游戏高性能”五星认证，
再加上杜比“全景声”双扬声器的
震撼音效， 让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能确保玩家在游戏中享
受到更专业的沉浸式体验和快人
一步的体验。

在性能配置上， 三星Galaxy�
S20� 5G系列均表现出了高品质旗
舰应有的水准，全系搭载了最新一
代的7nm高通骁龙865处理器、支
持超高速双模5G和Wi-Fi6网络，
拥有12GB起步、最高16GB的超大

运行内存，以及内置至高512GB并
可额外扩展1TB的超大存储空间。
除此之外， 最高5000mAh的大容
量电池以及加速充电等功能，既带
来了持久的续航时间，同时还可以
令电量快速“回血”。

对于消费者越来越关心的手
机安全方面，三星Galaxy� S20� 5G
系列采用了三星最新的安全防护
解决方案。 该方案获得通用评估准

则（CCEAL）5+认证，通过安全芯
片（S3K250AF）以及软件优化两个
方面，将用户隐私数据存储在一个
独有的存储区。 因此在用户使用三

星Galaxy� S20� 5G系列手机时，三
星Knox安全平台将会为用户提供
进一步的安全防护，为用户带来三
星目前安全等级最高的保护。

专题

全新安全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数据防护

强劲性能带来极致使用体验

有颜好看更能打的超一流屏幕

一部手机拍所有
随手一拍即大片

文/林曦
图/商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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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开售

性能越级
体验优异

三星Galaxy S20 Ultra 5G具有9像素合一技术

三 星 Galaxy
S20 5G 系列拥有非
常安全的防护体系

疫情促进新的品类需求扩大
家居清洁产品将进入增长快车道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郑少玲 图/受访者供图（署名除外）

面对疫情，不少平时都没有洗手习惯
的人也开始注重起个人的健康卫生问题，
而起初根本不把疫情当回事的父母长辈
们也开始戴上了口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
进行家居消毒洁净工作。

近期， 有最新消费
者指数报告显示， 在农
历新年以及疫情的双重
影响下， 家居清洁品类
销售金额逆势上扬。 这
主要是得益于渗透率和
户均购买量的提升，尤
其是空气清新剂、 消毒
液都有较明显的涨幅。

据专家分析， 家居
清洁品类户均购买量增
多， 一方面是由于疫情
导致购买不便， 消费者
有囤货的行为； 另一方
面消费者在这段时间居
家生活更加精细化，在
不同场景使用不同清洁
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副会长、 安利 （中
国） 总裁余放此前在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相信疫情过后，人
们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消
费一定大幅提升， 大健
康产业将迎来迅速增长
的黄金时期。

而近日家安品牌高
级 市 场 经 理 朱 杰 韦 在
“2020上海家化品牌云盛典” 上也表示，2020年家安
将推出空气净化香氛系列、空气净味除菌喷雾、多功
能除菌去渍泡等家居清洁类产品。

从家安品牌这个新发布的品牌规划中可以看
出，疫情显然已经让“健康”成为2020年关注话题。

有业内人士分析，经过这次疫情后，我国市场中消
毒杀菌品类的健康卖点有望从“亮点”转变为“刚需”。 这
场深刻的全民集体回忆，在改变国人的消费理念和态度
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新的品类需求的扩大，带动主打
消毒杀菌功能的家居清洁品类进入增长的快车道。

家居清洁
应注意什么？

疫情让“健康”
成为2020年
关注话题

清洁用品琳琅满目 郑少玲 摄

安利浓缩空气清新剂

家安空气净化香氛
“广东服装一起尚”公益助企为你开启云时尚

把握前沿营销策略 服装企业及时求“变”

直播“破局” 服装行业开辟线上销售新渠道

相关
链接

开拓线上销售新思路
服装企业突破疫情困局

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波及了各行各业，服装行业
也遭遇了不小的打击。面对
客流和销量的下跌，许多实
体门店陷入了困局，但与此
同时也有一批商家把握住
了发展的契机，积极开展线
上销售，在与疫情的斗争中

“反败为胜”。

商场战疫出新招———
加入暖心接力赛，打造全渠道模式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郑少玲
图/受访者供图（署名除外）

2020年新春伊始， 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线下零售业按下了暂停
键。 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广州不少商
场还是坚持推出一系列暖心活动，为
我们这个城市传递正能量。 另外，各大
商场在推出暖心活动的同时， 也不忘
寻求突破，积极借助科技力量，打造线
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模式。

天 河 城 举 行 致 敬
逆行者的暖心活动天 环 广

场 户 外 大 屏
亮出 “暖爱广
州”海报

郑少玲 摄 广州K11“VR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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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马国际服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