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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来到日湖菜场体验了一番。
整个菜场为一栋相对独立的三层建筑，其中一

至二层为菜场的经营区，一楼主营水产、二楼是蔬菜
和肉类，两层间用自动扶梯相连。地面整洁没有异
味，装修风格简约时尚。每个摊位上方设有一台高
清显示屏。这几日市区一直处于高温天，相比室外
30多摄氏度的气温，菜场里舒适很多。一些经营户
告诉记者，菜场里配有中央空调，所以基本是冬夏不
愁了。

赵阿姨住在桃园小区，几十年来她都习惯了去
白沙菜场买菜。不过日湖菜场试营业头两天，她就
和一帮老姐妹来这里临市面。“像鲳鱼、子排还有花
生、芦笋等一些蔬菜的价格稍微会比白沙菜场贵一
点，不过我觉得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如今我们老
年人也要赶上时代，消费不能只看价格还要学会看
性价比了。”赵阿姨笑着说，因为两边的路程差不多，
但日湖菜场的环境和硬件更好，所以很多邻居会到
这里来买菜。

新式 露脸

清新时尚的装修风格、智
能化系统的运用、舒适的购物
环境……近日，江北区清江路
上的日湖菜场成了附近马大嫂
口中津津乐道的地方。这座以
五星级标准打造的菜场目前处
于试营业阶段，但里面高大上
的配置却让很多人慕名而来。
记者调查发现，近段时间甬城
出现了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新
式商超菜场，以其高颜值、智能
化的设施，受到消费者青睐。

五
星
标
准
建
造
的
日
湖
菜
场
。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落
雁）“全球每卖出7件羊绒制品，其中就
有1件使用了来自康赛妮的纱线。”上
周，康赛妮集团羊绒纱线时尚首秀亮相
纽约，该集团董事长薛惊理在秀上这样
自豪地说。

康赛妮在纽约举行的秀名为“Into
the Lines”（入线之间），这也是康赛妮
首次以时尚走秀的形式来诠释羊绒纱
线，400多位来自美国时尚品牌的客户
代表和业界达人出席了当晚的时尚秀。
当晚，伴随着音乐，来自美国、英国、法国
等不同国家的多位知名设计师精心设计
的99套针织作品，展现在长达100英尺
的超长T台上。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康赛妮第一次
走出国门了。多年来，康赛妮连续多年
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参加或举办
专业纱线展，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机场展
示“康赛妮集团”中文大幅广告，在纽约
哈德逊河举办豪华游轮晚宴。

作为一家出口占比90%以上的外
向型企业，目前，康赛妮集团已经拥有
CONSINEE、TOPLINE、ICCI三大主力
品牌，拓展了大量欧美顶级品牌客户，甚
至香奈尔和爱马仕等世界顶级的奢侈品
牌都使用过康赛妮的顶级纱线。

目前，整个集团年生产销售羊绒等
纯天然原料为主的高档纱线、面料近
10000 吨。其中 100%羊绒纱线超过
2000吨，占世界纯羊绒原料产量的10%
至15%，是中国羊绒纱线出口量最大的
企业。

据介绍，康赛妮集团下一步计划与
德国西门子联手打造全球毛纺行业第一
家全智能数字化无人车间。该车间占地
32 亩，拥有 10 条全智能数字化生产
线。“这个年产1500吨的粗纺车间，在降
低人工成本的同时，将进一步提高产品
品质，实现产量翻番。”薛惊理说。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新零售模式逐渐从一个充
满神秘的新事物，变得触手可及。而它为实体零售
业带来的改变，也将是颠覆性的。

日湖菜场的相关负责人胡丰安告诉记者，所谓
的“五星”，不仅是在颜值上下功夫，在硬件打造上他
们也效仿了杭州正在推广的现代智能菜场。除了作
为基础配置出现的智能支付，还有其他一系列数据
介入。例如每个摊位上拥有独立显示屏和秤相连，
除了在称重计价时提供显示功能，还支持产品溯源
和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功能。而对于经营者来说，它
将销售的大数据录入后台，为后期经营者的采购备
货提供智能化分析支持。“再加上垃圾的分类和循环
利用，限时生鲜配送等服务，以及菜场的中央空调、

自动扶梯等硬件，它的很多配置将打破人们对菜场
的传统认知。”胡丰安说。

在未来，宁波会不会有更多高品质的商超菜场
能服务于大众？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很欢迎这
种有颜值有实力的店多开一些。“宁波人的消费能力
并不低，我觉得是缺少引导大家改变消费观念的场
所。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商家进驻宁波，或者本土能
培养出一些自己的高品质商超、菜场品牌，我们肯定
是欢迎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市民对于生活品质
的要求日益提高，而以宁波的城市定位和未来规划
来看，也应该拥有更多高品质的生鲜商超、五星菜
场。 记者 黎莉 文/摄

康赛妮羊绒纱线
时尚秀亮相纽约

智能化，够省心 模式受到市民点赞，希望将来多一些

环境好
颜值高
智能化 商超菜场

事实上，9年前在和义大道开张的OLE超市，到
去年底掀起“拔草”狂潮的盒马鲜生，再到上个月刚
开张的超级物种和这家五星级菜场，以高颜值、智能
化取胜的生鲜超市和高品质菜场正逐渐虏获更多消
费者的心。

由于在供应链上有优势，新式商超能够提供的
高品质货品更丰富于普通超市。从波士顿龙虾、挪
威三文鱼、帝王蟹、生蚝、牛排等进口海鲜肉类，到各
种国内代零食饮料，新式商超不缺少新鲜东西。市
民欧阳小姐告诉记者，自从家旁开了盒马鲜生，就经
常会跟妈妈去逛逛。并非单纯为了购物，还为了看
看有没有自己没见过的商品上架。

正如欧阳小姐所说的那样，记者在几家新式商

超都遇上了来找新鲜的顾客。在东岸里的盒马鲜
生，记者遇到一位女顾客正带着八九岁的儿子在挑
选面包蟹，并询问如何加工。对于之后的美味，孩子
明显对获得面包蟹有更多的兴趣。这位女士表示，
带孩子来这里挑选海鲜有时候更像是逛水族馆。“一
开始有很多连我们都没见过活物的海鲜商品，很有
意思。感觉除了吃还多了其他乐趣。”

由于比一般商超多了加工服务，新式商超也成为
消费者一个歇脚用餐的地点。超级物种芝士公园店
经理黄亮萍告诉记者，除了购物，有很多客人是特地
赶来品尝店里的招牌菜蒜蓉粉丝波士顿龙虾的，而后
其中的不少人从“尝鲜”变成了“铁粉”。“新式生鲜商
超给了顾客更丰富的消费体验。”黄亮萍说。

买、看、吃 新式商超衍生出更多购物乐趣

有颜值 够舒适 高大上的环境吸引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