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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口味多样化
精装简装任你挑

粽子销售
搭载影视 IP
成为一大亮点

端午节快到了，赶在端午节前登台的主角是
一颗颗饱满的粽子。记者了解到，今年粽子的市
场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口味推陈出新，传统口味
的粽子依旧是市民首选。

A 超市提前促销

超市里的
粽子放在了显
眼位置。

精装、
简装丰俭由人

端午节临近，粽子成为市场的主角。记
者走访各大超市看到，食品区都布置得浓墨
重彩，散发着浓郁的端午节气氛。
据了解，早在 1 个月前，粽子已经陆续
上市，在甬城各大超市的排面中占有一席
之地。记者在沃尔玛超市万达店看到，礼
盒装价位从 38 元到 158 元不等，而简装粽
价 格 从 9.9 元 到 29.9 元 不 等 ，价 格 较 去 年
差异不大。
据介绍，前期多是一些企业的大宗采购
订单，用作员工福利发放。预计本周下半
周，会迎来销售最高峰。购买礼盒粽子的多
数都是用于走访送礼，市民自家食用多选择

B 口味推陈出新

袋装的粽子。
不仅上市提前，粽子促销也比往年提前
不少。记者从华润万家印象城店了解到，今
年端午节粽子促销比往年提前。
“5 月下旬就
已推出相关的促销，并实现同比增长 15%。
提前促销的原因是我们通过对客户的洞察
发现，江浙地区对于粽子这样的传统美食需
求提前化，并不是只在端午节需要。”该店店
长朱迪旦表示。
礼盒装的粽子不仅适合节日期间走亲
访友，而且也因为一盒内汇集了多种口味而
深受家庭欢迎。记者注意到，今年的粽子礼
盒装大部分在百元以内。

宁波人更爱传统口味碱水粽

咸口味、甜口味，超市里南北粽子的口
味大 PK 让人目不暇接，每年各大粽子品牌
都在口味方面下足功夫。
记者发现，从口味来看，除了传统的咸
肉粽、蛋黄粽、豆沙粽等口味，还有红烧排骨
粽、香菇咸肉粽、黑猪肉粽等新口味。
“ 现在
的粽子和月饼一样，各类口味的都有，但是
我家这么多年还是喜欢传统的口味，对新的
口味接受不了。”正在一家超市选购粽子的
市民陈女士说。
据介绍，粽子馅料丰富，但从口味上来

C 粽子还能这么吃

讲粽子就两大类，甜味粽和咸味粽。在甜味
粽中，蜜枣粽、豆沙粽较受消费者欢迎；在咸
味粽中，板栗猪肉、传统的咸蛋黄粽、肉粽较
受欢迎。
老人们更偏爱传统的没有添加任何馅
料的碱水粽，年轻人愿意尝试新鲜口味。
“在
馅料上，今年除了增加了海味鲍鱼、瑶柱、干
贝等，还顺应大家追求在健康上做文章，新
增了以黑猪肉为馅料的粽子。”一家超市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网红”奇葩粽你最爱哪款?

为赢取年轻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粽子
销售搭载影视 IP 成为一大亮点。
昨日在沃尔玛超市的粽子销售区，记者
看到，继前几年相继推出米奇主题粽子、星
球大战版礼盒粽之后，今年超市又推出了五
芳斋复仇者联盟主题粽子礼盒，五芳英雄礼
盒、五芳联盟黑金纪念版礼盒等产品，将传
统粽子销售与影视 IP 相结合，吸引了不少年
轻顾客选购。
“搭上这些主题 IP 后，同个口味、规格的
粽子礼盒价格能高 10%-20%，但是还是很
受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我们基本每年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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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
”
该超市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奇葩口味的粽子阵营也越来越庞
大。今年，卫龙便把辣味带入了粽子界。5
月 23 日，卫龙在天猫上架了第一批辣条粽
子，在当天销售一空；5 月 28 日，又上市了第
二批粽子，
同样当天售罄。
还有泡椒牛肉、小龙虾等重口味粽子，
被网友调侃为“黑暗”粽子。而产地东南亚
的榴梿粽、冰皮燕窝粽也成为“网红”产品。
商家表示，如今的年轻人口味很多元化，也
喜欢追求新奇刺激，因此传统的产品更需要
不断创新，
来适应市场。
记者 史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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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昨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违禁渔获物
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李传斌 刘御芳）
昨天，
市市场监管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城管局等
部门组织检查执法人员，
对北仑、镇海等地的菜场、
餐馆及农贸市场等开展违禁渔获物、幼鱼销售突击
检查专项执法行动。这是休渔期以来，
我市第二次
集中执法检查市区市场和餐饮场所违禁渔获物。
当天，检查执法人员对镇海区后施农贸市场、
镇海区西门农贸市场、镇海山外山大酒店（沿江西
路）、镇海四季海悦酒楼（镇海区分店）等地进行了
突击检查。检查未发现违禁渔获物。不过，
检查人
员发现，
个别销售人员对于进货凭证的填写并不规
范，
被责令整改。
检查人员发现，
镇海区西门农贸市场外有两家
销售海鲜店面房出售的龙头鱼来历不明，
无票证记
录，
执法人员对龙头鱼予以没收处理。
当天，
检查执法人员在北仑以及东钱湖农贸市
场，
未发现违禁渔获物。
检查执法人员表示，
不是说禁渔期内所有的海
鲜都不能卖了，
现在海鲜的来源渠道很多，
只要经营
户可以提供海鲜来源的合法性证明，
就可以销售。

镇海查获
一批假冒品牌高粱酒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陈爽） 最近，
镇
海区市场监管部门查到一批“江小白”高粱酒的孪
生兄弟——
“讧小白”
高粱酒。
镇海区庄市市场监管所接到一经营户举报，
称
自己买到了假的江小白高粱酒。随即，
执法人员来
到该经营户的餐饮店了解情况。据该经营户介绍，
当时有人上门以比市场上稍低廉的价格推销重庆
江小白品牌高粱酒，外包装粗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自己也没有仔细检查，
就购入了一批。后来仔细检
查才发现，
此乃
“讧小白”
而非
“江小白”
。
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这批“讧小白”高粱
酒，
从整体外观看，
酒瓶大小、形状与
“江小白”
产品
基本一致。其瓶盖及瓶标样式、大小也近似，包装
上也是印着人物照片和一两句文案。单看或粗看
都很容易让消费者误认。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查处理之中。

!"+"%&'()*

'()*+,-#$%&

!"#$%&'() !"#$* 8+ #$,>{ #"26GHIWX
YZ-[\Q]^_R0WX`)aL !+5&A8;b)GHI
WXcdefghijL !3+LbkM &+lmn 8o$pqrs
v 95(
&#;39(
"9<$tuW 5&v9$!X:
o$^}~-3!X:
o$Sw
%&'9x0'''(
=
>
,?
@
>
,.0(
)
/
05]
!"%&,-./'
&Ii,Vj !"#$* 8+ #8,
("34DE'Uwxy) !"#$* 8+ #8,K{ 92|(8;
^}~y#$%&'0A'(-M)z)8;E*&'$A'@-{
O|}.@GHI)/0@$&+-5&#3!""#"9"""9!!!
5$578
^}~y~!}"E;<=}>e%&'@AwxstRC]#
$G%Sw8;^&'()]
+"FG:;'
<==AH>>? <==A<IA?
2"JK0C'
GHIX*c+,L !33+{G--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