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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商场的破与立

“冬眠”
4 年多的
东方商厦回来了
2014 年 12 月，因配合轨道交通、自身业态调整
等原因，位于中山东路 151 号的东方商厦停业改造。
作为中山东路商圈的老牌商场，东方商厦在“闭关修
炼”之初，一度引发公众热议。4 年多过去了，正当人
们对其印象渐渐模糊的时候，东方商厦打出“江荟
151”
的新店招，再度回归。

老店新开，
打出
“江荟 151”
新店招
站在中山东路，可以看到东方商厦对外立面进行了大
规模改造，在视觉效果上以大面积玻璃幕墙呈现，融入中山
东路商圈新貌。
记者注意到，从整个外立面来看，并未出现“东方商厦”
字样的店招。在朝南的正门上方，打出的是“江荟 151”新
店招。新店招另一侧，日本家居连锁品牌 NITORI 的蓝底
白字店招，也同样显眼。
商厦目前处于试营业期，1 楼、2 楼为家居卖场。1 楼主
要是餐厨用品、收纳洗涤用品、窗饰床品、儿童用品、旅行用
品等。2 楼主要是客餐厅家具、卧室家具、办公家具等。
3 楼以餐饮、休闲服装为主。餐饮有海底捞、莫一火锅
料理、黑泷堂、恋鱼家等，休闲服装占比较少，只有李宁、
TOP SPORTS 两家。大部分餐饮店家还在装修，尚未对外
营业。
从楼层指示牌看，4 楼是以影院、美容美发为主的休闲
娱乐业态。今日美发已经对外营业，影院正在装修，围挡还
未撤。5 楼是开元曼居酒店，也尚在装修阶段。
尽管尚处于试营业期间，但商厦里已经开始聚集人
气。记者看到，在商厦里选购闲逛的消费者并不少。
“我平
常就挺爱和家人一起逛家居卖场，比较放松，顺手也能添置
一些用得着的家居用品。”
有市民说。

定位：
“去百货化”，
偏向
“类购物中心”
在电商崛起、实体商业表现不佳的大背景下，东方商厦
此轮重新开张，能否再现往日辉煌？对此，宁波百联东方商
厦有限公司营运部有关负责人邵煦表示：
“我们对东方商厦
此轮全新亮相非常有信心。”
从沿街商铺到百货商场，商业业态一直在变。如今，传
统百货业态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对周边商圈进行了深度的调
研和排摸，寻找错位转型的出路。中山东路南侧，宁波第二
百货定位中老年客群，东门银泰、天一银泰主营时尚品牌。
中山东路北侧，和义大道经过 17 年发展，已成为高端消费
聚集地。”邵煦说，
“实际上，打出‘江荟 151’新招牌，全新亮
相的东方商厦，已经不是一家传统百货商场了。此轮升级
改造，最大的变化就是去百货化，定位更偏向于类购物中
心。”
“在去百货化的基础上，我们抛弃大而全的定位，走细
分市场，以网红家居为主、轻餐饮休闲业态为辅。在客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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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与周边百货业实现差异经营，
目前看来是符合消费需求转变的方
向。”邵煦说，
“综合考量后，我们将家
居 卖 场 放 在 1 楼、2 楼 ，经 营 面 积 最
大。一方面，国内的家居消费需求越
来越大，尤其是对高品质、高性价比
的家居用品购买力趋强，滞店时间更
长；另一方面，NITORI 与宜家类似，
自带 IP 效应。再配合餐饮、娱乐业态
的占比，从业态创新、品牌引进、空间
布置、IP 导入等方面进行升级，以体
现去百货化的亮点。
”
至于“江荟 151”的新店招，则取
义于两个方面。
“ 这里是三江汇聚的
三江口，宁波的传统商业中心。我们
的门牌号就是中山东路 151 号，我们
希望在这个传统黄金地段，继续产生
新的流量。
”
邵煦说。
黄金地段能否做出黄金业绩？
对此，宁波市商务局尹秋平认为，传
统中心商圈不缺人流，但这种人流优
势并非“保险箱”，在当下的商业环境
下，关键还是要找准定位，如果定位
不准，
生存难度将大大增加。

回顾：
中山东路 151 号
曾经的
“高光”
时刻
1994 年年底，上海长江经济联合
发展集团和宁波市政府合作构筑沿
江 商 贸 走 廊 ，长 发 商 厦 亮 相 中 山 东
路，成为宁波首家专营中高档商品的
大型精品百货。
2006 年，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长发商厦全部股权，当年 9
月，长发商厦更名为东方商厦。这也
是百联股份在长三角区域开设的首
家连锁型都市百货零售企业。
“依托上海百联集团的优势资
源，东方商厦当时就已经有了‘首店’
概念。比如开出宁波第一家化妆品
连锁开架品牌丝芙兰，很多国际一线
品牌就是在丝芙兰开始接触宁波消
费者的。还有定位时尚的黄金珠宝
品牌周生生，也是在东方商厦开出了
宁波第一家专柜。早在 2008 年前后，
东方商厦就有内衣模特秀等形式的
活动了。
”
邵煦说。
记者 史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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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将开通直飞西宁航线
本报讯（记者 范洪） 浙江长龙航空昨天下午
发布消息，从本月 31 日起，长龙航空将在宁波机场
新开 5 条国内航线，分别是宁波经赣州飞贵阳、宁波
经上饶飞贵阳、宁波经铜仁飞昆明、宁波经连云港
飞西宁以及宁波直飞西宁。其中，宁波飞上饶、宁
波飞西宁航班为长龙航空首次在宁波机场开通的
新航线。开航后，宁波飞西宁每天 1 班，每周二四六
为直飞，
一三五日则要经停连云港。

白俄罗斯来甬推介旅游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周聪） 昨天，
“旅游——白俄罗斯论坛”
在宁波举行。
白俄罗斯是东欧内陆国家，有“万湖之国”的美
誉，拥有独一无二的植物群和动物群，还拥有着较
大数量的建筑遗址，其中一些已被列入世界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去年 8 月，白俄罗斯成为继圣马力诺共和国、塞
尔维亚、波黑之后，
第四个与中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
员签证的欧洲国家，
目前北京已有直飞航班。同时，
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机场、首都火车站以及大型
城市的旅游景点都提供中文服务系统，酒店也安装
了《友好中国》服务系统，
ATM 机上也有中文服务。

宁波试点
“班车+景区”
运游专线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朱笑仪） 记者从
昨日召开的全市道路运输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
我市将继续大力实施道路运输企业转型升级行动，
促进
“运输+旅游”
融合发展。
我市今年将开通象山、新昌至宁波栎社机场客
运专线，同时试点实行甬舟城际客运联程联运服
务；开展客运站场服务功能，试点增加旅游集散功
能，开行医院、校园、景区、产业园、大型市场等客运
专线、
“班车+景区”运游专线、景区小交通等运游结
合产品。

中国人寿获得宁波寿险业
首个
“市级金融消费教育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员 王晓雯） 近日，中
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获评 2018 年度“宁波市级金
融消费教育示范基地”，这是我市保险业唯一获得
此称号的寿险公司。
2010 年，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在宁波市保险
行业协会服务总站的指导下，成立“保护保险消费
者权益服务分站”。服务分站成立以来，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深入分析服务短板，建立健
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有效
降低了保险消费升级投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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