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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富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广告

连续落子浙江！这两天，宁波、杭州先后敲定开市客（Costco）将在2023年正式落户的消息，不
仅在国内零售业扔下一颗震撼弹，同时也在网络上持续引爆话题。

在这个火热的夏天，Costco又狠狠地在浙江人民的朋友圈刷了一把存在感！

Costco连续落子浙江，都在2023年亮相

宁波or杭州，谁会是浙江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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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在第二十三届浙
洽会之江论坛上，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开市客（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就开市客杭州商超项目
签订《投资协议书》。这意味着，
开市客（Costco）正式落户杭州
萧山。

该项目位于开发区桥南区
块（东至绿带、南至鸿达路、西至
规划道路、北至通文路），属于自
贸试验区杭州片区萧山区块，总
投资额1.6亿美元，占地面积54
亩，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工、2023
年7月底前开业。

该负责人表示，这将成为浙
江首家开市客（Costco）会员

店。根据协议，项目建成后单层
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其中一层
为层高8米的卖场，二、三层及
屋顶为停车场。项目正式营业
后，预计年营业额将超1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前一
天，也就是6月6日，宁波人的朋
友圈已经被“Costco浙江首店落
户宁波”的消息频频刷屏。

来自鄞州区投资促进中心
的消息称，开市客（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与鄞州区政府签署项目
投资协议书，开市客将在鄞州打
造一家具有开市客全球标准模
式的会员店，项目投资总额约1
亿美元，协议外资8000万美元。

据介绍，开市客（Costco）宁
波会员店选址位于鄞州区下应
街道，预计今年动工建设，计划
2023年对外开业。届时宁波将
成为全国第四个、省内首个开设
开市客会员店的城市。

鄞州区投资促进中心方面
表示，开市客（Costco）项目的落
地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鄞州现
代商业的能级和结构，特别是从
项目选址看，开市客会员门店的
建成营业将进一步辐射带动东部
新城、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和南部
新城的商业活力，有力推动宁波
投资环境对标国际化、高端化，大
大促进城市美誉度和辨识度。

本报讯（记者 周雁）近年来，移动支付
方式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收付款的习惯，
也给现金收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为维护
人民币法定地位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地
打造安全、高效、和谐的人民币流通环境，建
设银行宁波市分行近日组织开展了“整治拒
收人民币现金”社区宣传活动。

活动当日，工作人员走进太古城小区，
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折页、口头讲解等
形式，围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及残损币纸
(硬)币兑换等主题，给市民讲解拒收人民币
属于违法行为，强化市民对人民币作为国家
法定货币的认识，并普及人民币反假知识，
帮助市民辨认假币，了解维护合法权益的渠
道和途径；同时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向周边商
户讲解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
果，引导商家签订《不拒收人民币现金承诺
书》，并且介绍了如何识别假币及兑换污损人
民币的相关知识。下图为宣传活动现场。

面对面倾听涉税需求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税务

干部走访辖区内小家电企业，调研税费优惠
政策直达快享情况，面对面倾听纳税人涉税
需求。图为税务人员在宁波帅威电器有限
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通讯员 黄雪姣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开市

客拥有世界顶流级别的市场影
响力和品牌影响力。开市客作
为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
量贩店，是仅次于沃尔玛的全球
第二大零售商，在全球拥有809
家门店、超过1亿会员。2020
年，开市客营业收入超1527亿
美元、利润超36.59亿美元，位列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
榜第33位。

中国大陆首家开市客门店

于 2019 年 8 月在上海闵行开
业，短短几天门店注册会员人数
就接近10万，首店的火爆促使
其加快拓展大陆市场步伐。目
前在大陆，除了上海闵行店已开
业外，还有3家在建门店，分别
为上海浦东店、苏州店和深圳
店。

开市客对新店选址要求十
分严苛，宁波、杭州能够成功牵
手开市客，彰显了两地高品质的
商业环境、高水准的投资环境以

及巨大的消费潜力。
从项目总投资额来看，先一

步公布信息的开市客宁波会员
店项目投资总额约1亿美元，开
市客杭州会员店约1.6亿美元。
从开业时间看，无论是宁波还是
杭州，目前官方对外的信息都是
2023年。

不过，目前双方都宣称是
“浙江首店”。2年之后，到底谁
会抢先一步亮相呢？

记者 史娓超

谁会是浙江首店？

连续落子浙江

建行宁波市分行开展
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

开市客会员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