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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co 最吸引消费者的地
方，一是便宜，商品几乎都是大包
装批发价格；其二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它的商品几乎无所不
包。此次宁波选址，Costco应该
经过了长时间的慎重考量。此
前，关于Costco选址到底会在哪
里，从江北洪塘到鄞州前殷，一度
成为宁波市民讨论的热点话题。
如今尘埃落定，大家更是充满了
期待。

Costco 是会员制仓储超市
的鼻祖，其最受推崇的选品，即同

种类的商品Costco只会挑选少
数几类精品摆上货架。只要支付
会员费，就能大大节省“挑花眼”
的时间。对于这一模式，在山姆
超市进入宁波近2年以来，宁波人
都已经不再陌生。消费者的会员
消费理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普及，但与此同时，消费新鲜感也
被稀释了。

无论如何，对于宁波而言，像
Costco这样的网红商业，是“被
需要”的，它无疑将成为一波热门
话题。 记者 史娓超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全国首批
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名单昨天公布，宁波也入围试点名
单，是浙江省内唯一上榜城市。

据介绍，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
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
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
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
成的社区商圈。列入首批试点的地
区，体现了不同类型城市特点，有利

于分类探索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
有利于以点带面、更好发挥试点的
辐射带动效应。

实际上，早从2019年开始，宁
波就已启动“15分钟商贸便民服务
圈”建设，出台建设实施方案和建设
运营管理办法，按照老城区、新城
区、规划城区3大类服务圈统筹谋
划。目前，全市已建成较为完善的
15 分钟商贸便民服务圈 23 个。

记者 史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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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元拿地，计划2023年开业

开市客会员店正式落地宁波
昨天，鄞州区“宝藏地段”——鄞州区YZ04-09-c2地块（下应福庆

路西侧商业地块）在众多关注中迎来竞拍。最终，开市客（宁波鄞州）贸易
有限公司以成交总价13988.47万元竞得该地块。这意味着，开市客落地
宁波鄞州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

预计今年动工建设、2023年开业

实际上，早在今年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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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500强公司，开市
客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是
世界顶流级别。开市客对于新店
选址要求非常严苛，在当前形势
下，鄞州能够成功牵手开市客，彰
显了鄞州高品质的商业环境和高
水准的投资环境。”鄞州区投资促

进中心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开市客宁波会员店

预计今年动工建设，计划2023年
对外开业，为消费者提供新型一
站式购物体验。

上述负责人表示，开市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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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动鄞
州投资环境对标国际化、高端化，
大大促进鄞州城市美誉度和辨识
度。

宁波店能否成浙江首店？

不过，据有关媒体报道以及
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今年9月 9
日，开市客(杭州)贸易有限公司已
经 竞 得 萧 山 城 区 桥 南 单 元
XSCQ1101-B1-30 地块，成交
总价2.13亿元，成交楼面价3700
元/㎡。当时，杭州业界认为，该
地块敲定，也意味着，开市客正式
落地杭州萧山。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7月，开
市客（杭州）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注

册成立，根据出让要求，杭州
Costco（开市客）的建设周期为三
年，最快将在2023年年底开业。
记者注意到，据此前有关人士说
法，开市客落地宁波鄞州后，宁波
将成为“全国第四个、省内第一
个”开设开市客会员店的城市。
但从杭州萧山方面的披露情况
看，最后究竟哪家店会成为正式
开张的浙江省首家开市客会员
店，还是未知数。

大家都爱的开市客，会“真香”吗？

宁波入选全国首批30个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

近期大闸蟹价更廉、味更美

“哈，这两天大闸蟹的品质好
了，价格也便宜。”昨天一大早，在菜
场买菜的市民黄女士看到一摊摊的
蟹筐不禁喜上眉梢。从昨天起，甬
城“秋老虎”收敛，风雨交加，降温明
显。令不少市民开心的是，秋天的美
食——大闸蟹也到了膏黄蟹肥的时
节，而且天气越凉，蟹的品质越好，随
着上市量大增，蟹价也应声而落。

俗话说“九月团脐十月尖”，从
古代起就有“寒露时节吃螃蟹”的习
俗。记者走访东柳、华严菜市场及
三江超市、M6生鲜店时发现，目前

在售的蟹摊不少，除了东海野生梭
子蟹外，来自江苏的大闸蟹比较
多。在一些买菜电商平台上，长荡
湖的2两重大闸蟹，4只促销价为
88元。

据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
责人刘琦介绍，大闸蟹价格比国庆
节下浮了10%左右，3.5两以上公蟹
批发价每斤48-50元，3两以上的
母蟹批发价每斤62-65元。国庆
节前的蟹不是特别壮，壳比较薄，膏
不多，但目前比较壮实了，接下来品
质还会更好。 记者 周晖

10月11日，宁波市发改委公
布新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
息。据监测，与上期（9月21日～9
月27日，下同）相比，本期（10月5
日～10月 11日，下同）列入民生
商品价格监测范围的超市49种商
品价格总水平上涨0.69%，菜市场
98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下降0.47%。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有所

上涨。本期超市49种监测商品价
格较上期18涨24平7跌，平均涨幅
0.69%，较上期扩大0.62个百分点。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有
所下降。本期菜市场98种监测商
品价格较上期22涨37平39跌，平
均跌幅0.47%，较上期扩大0.32个
百分点。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莉

本期民生商品价格涨跌互现

商品

鲜猪肉
鲜牛肉
鲳鱼
带鱼
小黄鱼
墨鱼
鸡蛋
豆腐
小白菜
韭菜
空心菜

东裕
菜市场

33.00
60.00
30.00
25.00
25.00
25.00
6.00
2.50
5.00
5.00
5.00

南苑
菜市场

25.00
55.00
25.00
25.00
18.00
28.00
9.00
3.00
5.50
5.00
5.00

华严
菜市场

30.00
55.00
28.00
17.00
35.00
30.00
6.00
2.50
4.50
4.50
5.00

白鹤
菜市场

28.00
60.00
20.00
25.00
25.00
28.00
6.50
2.00
5.00
5.00
4.00

孔浦
菜市场

26.00
55.00
20.00
20.00
25.00
25.00
6.50
2.00
5.00
5.00
5.00

甬港
菜市场

25.00
48.00
30.00
-
20.00
25.00
6.50
2.50
6.00
6.00
5.00

单位:元/500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