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执行官专栏 
欢迎来到 八月！ 
 
如果您在经营中或周围遇到盗窃、犯罪、反社会行为，或者在街上看到某些犯罪行为，请举报。

确保你得到你需要的支持的时候，但请你重新向警方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拨打 111，但为了确
保问题被记录下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 105 在线。只需要 5 分钟，你不需要等待电话被接通。
我担心的是，我们正经历着许多日常问题，但几乎没有任何被正式记录下来。我们需要当局清

楚地认识到，这里需要额外的资源。 
 
 
区域表现 
我们 6 月份的交易结果仍然强劲。6 月也标志着我们财政年度的结束。全年我们的消费总计为
7.22 亿纽币，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我知道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数字，并不能反映整个
片区每个企业的经历。然而，这个成绩是好的。Westfield 当然为我们的成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表现，例如我们的高端精品区域，加上 Carlton Rd已经提升得很好。
一些"高端"商店的营业额也创历史新高。 
 
请参阅下面的竞争对手 比较 。 
 

月份 Newmarket 与去年相

比 
Ponsonby 与去年相

比 
Parnell 与去年相

比 
Takapuna 与去年

相比 

1月 5，470万纽
币 

+2.9% 2， 060 万
纽币 

-4.5% 1230 万

纽币 
-5.5% 1， 560 万

纽币 
-3.9% 

2月 4，770万纽
币 

-13.0% 1， 920 万
纽币 

-18.3% 1240 万

纽币 
-20.3% 1， 360 万

纽币 
-18.0% 

三月 5，540万纽
币 

+21.2% 2，090 万
纽币 

+15.0% 1 ， 360 
万纽币 

+20.1% 1450 万纽
币 

+17.5% 

四月 6220万纽币 +1,012.9% 2，330 万
纽币 

+557.8% 1400 万

纽币 
+885.9% 1550 万纽

币 
+841% 

五月 6，710万纽
币 

+59.2% 2，600 万
纽币 

+52.5% 1 ， 540 
万纽币 

+77.3% $16.8M +46.7% 

六月 6，620万纽
币 

+5.8% 2370 万纽
币 

-0.9% 1 ， 510 
万纽币 

+15.8% 1， 570 万
纽币 

+0.7% 

 
我们周六的每日消费额仍继续上升，目前每周持续高于 310 万纽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0 万纽
币。整个礼拜的日均消费额也在上升。 
 
按类别计算，6 月-家居娱乐类、服装及个人和餐饮是我们的前 3 名，分别为 7，020 万元、4，
610万元及 3，250万$。 
 
我们已经在区域表现比较表中从第 5位上升至第三位（排在市中心和Manukau之后） 
点击此处查看 6月份的完整报告。 
 
 
关于市政问题的在线报告 
如果你在 Newmarket 的街道上、家中或城市任何地方看到问题，议会的在线报告工具是采取行
动的最佳方式。 诸如：破损的街道家具、破裂或损坏的摊铺机、破碎的树木、倾倒的垃圾、丢
失的公用设施盖、滑倒和绊倒危险等。   单击此处进行报告。这很容易！ 
 
请记得我们还支付了包括街道正面的私人涂鸦清除服务，如果您发现有涂鸦问题，请致电涂鸦

解决方案 09 525 5722 
 
 



 
道路锥警报**  
 
Morrow/ Broadway/ Gillies（8月/9月） 

§ 路面和马路标记线工程正在完工。这些都是夜间工程不会影响白天的交通。 
 
Morrow Street/ Broadway（8月） 

§ 新信号交通灯工程被推迟，而交通灯控制箱的位置也已确定。 
 

Melrose/ McColl/ Roxburgh Streets（7月中旬）： 
§ 奥克兰交通局在指定 Melrose/ McColl/ Roxburgh Streets 的角停车位。这些变化将
通过绘制白线来改善该地区的停车位，为车辆提供设定的角度停车位。此外，在

McColl Street 和 Roxburgh Street 涂上间断的黄线（任何时候都不得停车），将阻
止车辆停车，并封锁企业和物业的车辆入口。 
 

St Mark’s Road（7月/8月）： 
§ 奥克兰交通局将在St Marks Road和

Remuera南侧的草堤上安装"禁止停⻋"标志，该路标位于 14 号与Great South 

Road交叉口之间。 

§ 根据《陆路运输规则：2004年运输控制装置》的规定，这些标志的安装间隔将小

于100米。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标志将连接到灯柱上。 

 
Teed Street/ Broadway十字路口（2021年末） 

§ 如果您错过了上个月的更新，以下是 Teed Street/ Broadway 的拟议控制交叉设计。
我们支持改进这里的安全措施。这是我们最危险的十字路口，每天都有特别多的

年轻人使用它。它将改善行人体验，信号灯将与 Broadway的其他地方同步。 
 

 
 
 
 
Manukau Rd（7月）完工 
 
 
NBA 8月营销活动 
以下是我们营销活动的每月快照，超出我们通常的在线内容： 



  
网站/Facebook和 Instagram 

§ 继续推广奢侈品公告/开业日期 
§ 新西兰时装周 – 以数字渠道覆盖基于 Newmarket的品牌 
§ Newmarket杂志推广（8月刊） 
§ 3个赠品活动–Facebook和 Instagram 
§ 意大利节营销活动 
§ 毛利语周 –CTA 横跨 Facebook和 Instagram 
§ 全国 Newmarket推广运行（冬季焦点） – Facebook 
§ 继续关注与 Instagram 故事上的 "制定计划" 有关的事件 / 激活 / 事情 （每周） 

  
我们一直在寻找您的活动和推广。如果您的业务在片区举办活动或促销，并且您希望得到 

Newmarket 商会的支持，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maddie@newmarket.co.nz 
   
我们的重点是宏观层面。不时有人要求我们推广特定区域/街道。过去效果很好，当许多企业聚
在一起，提出一个概念/推广，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商会可以如何支持它。 
 
 
鲸鱼尾巴 
2022年，我们赞助了一条鲸鱼尾巴，作为鲸鱼故事公共艺术小径的一部分，届时将在奥克兰展
出 100条单独设计的鲸鱼尾巴，供公众欣赏。如果您的商铺也想参与，请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或给露西·福勒发电子邮件。 
 
请加入监察商店-分享犯罪情报 

监察商店是几年前 Newmarket 警察局建立的。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企业网络，他们分

享有关 Newmarket 商铺罪犯的情报，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警报。最近该网络由来自

Snow Centre 的 Emma 管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电子邮件 Emma 。  
 
在我们的网站上更新您的业务列表 
如果您想在我们的网站上更新您的列表，请单击 此处 
 
你需要知道的 5件事 

1. Newmarket年末达到创纪录的 7.22亿纽币 的营业额 
2. 加入我们仅限会员的 Facebook 群组 
3. 在线报告犯罪 
4. 在线报告市政维护问题 
5. 政府的 COVID19财政援助–点击 这里 

 
 
 
分隔线– 

重要的电话号码 

奥克兰市议会 09 301 0101 

Platform 4 集团 022 361 9514 

警察 111 （犯罪中的行动） 或 105 （非紧急犯罪报告） 

报告涂鸦的电话 09 525 5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