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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庆叠加双 11

经济 A12-13

引爆线下商圈

宁波实体商业同频共振争抢
“红利”
距离今年双 11 不到 3 天时间，宁波的线下商圈也大规模进入了双 11 模式。今年双 11，除了线
上的购物车要清，线下实体还有哪些给力折扣不可错过？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整理。

线下实体店同频共振争抢
“红利”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为了共享双 11 带来
的巨大流量，宁波多家线上产品交集较多的商
超已经开始了大力度促销，甚至霸气喊出“线
上线下同款同价”，以此将线上消费者拉到线
下。
杉井奥特莱斯 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正式
启动“双 11 专场”。包括双立人、歌力思、斯凯
奇等 10 大品牌打出“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再额
外折上折”的霸气折扣，思加图、SKAP 等品牌
超 过 100 款 商 品 低 于 线 上 同 款 ，GUCCI、
COACH、BOSS 等低至 3 折。
在双 11 期间，和线上拼“同款同价”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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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百货。据了解，今年银泰的双 11“玩法”非
常实在：银泰实体门店联营专柜销售的商品，若
高于品牌官方旗舰店当日同品牌同货号页面价
格，银泰承诺赔差价。此外，银泰百货首次与品
牌深度联动。包括兰蔻、SK2、雅诗兰黛、FILA
在内的品牌，也将推出一系列爆品、尖货、银泰
双 11 专供款（礼盒）。
麦德龙超市 11 月 8 日-11 月 11 日推出“双
11 狂 欢 1 降 到 底 ”，超 过 100 款 商 品“ 买 一 送
一”。记者看了一下，其中不乏一些平常鲜有折
扣的“硬货”。比如嘉一南极银鳕鱼、安佳进口
儿童牛奶、小邦哥菲力牛排等。

甬城的百货商店开启双 11 促销活动。

宁波货运航线网络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黄
跃光 陆波） 今年双 11，物流时效
有望进一步加快。记者昨日从宁波
栎社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货运航
线网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欧洲、美
洲、东南亚均有直达全货机航班，
这
对热衷跨境购和购买海外生鲜的市
民来说，
是个大利好。
今年 7 月，宁波机场引进首条
南美洲进口生鲜 B747-400F 大型
全货机包机航线，目前该航线每周
稳定执行 2 班。南美车厘子、加拿
大冷水鲜活大龙虾、智利三文鱼等
各种包机产品纷纷从宁波入境。
记者了解到，
目前，
顺丰航空在
宁波机场稳定执飞的全货机航线覆
盖了台湾、香港、深圳等主要物流集
散中心。预计今年双 11 期间，快件
量尤其是国内快件日均增长将达到
10%以上。为更好应对快件高峰来
临，宁波机场已落实顺丰航空从 11
月 3 日起将每周六、日执行的宁波
至深圳 B737 全货机机型升级为容
量更大的 B757。
宁波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预
计双 11 期间，日均国际快件出港货
量、中转联程航班载量均有显著提
高，
客机腹舱总货量增长近 20%。

放大联动狂欢效应

今年，不少宁波实体商业的店庆刚好碰上
双 11，顺势叠加、放大效应。天一酷购商城将 9
周年店庆与双 11 结合，11 月 2 日-11 月 18 日限
量发售 9 折店庆卡，全场流行服饰、手表配饰、
运动潮牌、美妆鞋包统统参与双 11 折扣，在折
扣基础上使用店庆卡，
可再享 9 折。
无独有偶，宁波新华联商厦也将 17 周年店
庆与双 11 的促销“叠加”，折扣力度也相当大。
全场商品 2.5 折起，再享单张发票实付满 300 元
送 50 元现金券。
传统老牌百货宁波二百的促销力度也是不

小。11 月 1 日-11 月 18 日，包括男女服饰、床上
用品、羽绒服饰、鞋履等在内的商品均可在已有
折扣的基础上，满 1100 元减 110 元、满 2200 元
减 220 元，
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宁波二百企划部有关负责人坦言，
之所以深
度加入双 11 大促，是为了适应市场发展做出的
积极转变。
“80 后、90 后成为主流消费人群，
他们
经过多年电商平台洗礼，
消费习惯与心理已与上
一代全然不同，
除了便利性，
更重视品质，
也更愿
意用金钱换时间和舒适。
”
他说，
线上线下融合是
发展趋势，
也是实体百货经营业务的迭代升级。

故宫文创、
法拉利限时概念店也来了
除了凶猛折扣和单纯买卖，文创、亲子娱乐
等体验经济，依旧是实体商业拉动消费“重返线
下”
的重要方式。
和义大道将在双 11 期间，推出法拉利限时
概念店，488 Pista 首次亮相宁波。同时，还展
示了 GTC4Lusso T、Portofino 等多款定制版
车型。此外，和义大道还将在双 11 期间推出周
大福&故宫联名文化展，11 月 3 日-11 月 30 日，
市民们还可以去和义大道 3 楼艺术厅，宁波艺

术博览会青年艺术家推荐计划正在进行中，包
括李知弥、卜金、黄赛峰、黄志鹏等青年艺术家
的作品均参展。
东部银泰城则在 10 月 23 日-11 月 30 日期
间，推出“我眼中的你”4-12 岁少年儿童创意原
画展。亲子项目为落脚点，在商业体进行文化
体验，
以此联动年轻家庭的参与和消费。
记者 史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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