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晚上7点，钱大妈连锁生鲜社区超市的货架上被一扫而空，因为该时
段超市还没卖完的蔬菜鱼肉等开始打折出售，钱大妈“坚决不卖隔夜菜”的经营
理念深受社区居民认可，每晚附近的大叔大妈们都来排队购买。

在珠海传统大型连锁超市面临增长乏力之际，“小而美”的社区生鲜超市以
其“生鲜+便利+服务”销售模式迅速包围社区，越来越受居民欢迎，显示出强大
的市场潜力，有望成为未来商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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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社区超市
加快抢占珠海市场

今年，家住云顶澜山的
李小姐发现，小区周边商铺
再次被“更新换代”，各类生
鲜生活连锁社区超市悄然进
驻，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的
便利。

“以前周围只有两个卖
生活用品的华润万家社区超
市和小型的美宜佳超市。因
为小区周边没有菜市场，居
民买菜特别不方便，都要去
较远的南溪农贸市场或者公
安村农贸市场，每天买个菜
来回都要花上一多小时。”李
小姐说。

抢先进驻云顶澜山社区
的 是 唯 佳 生 鲜 超 市 ，这 家
200 多平方米的超市在货品
上以鸡肉鱼蛋各类蔬菜水果
为主，并搭配有少量的生活
用品。随后，只卖鱼肉蔬菜
的钱大妈生鲜超市和只卖各
类高端水果的 666C 水果超
市先后进驻。

各类小型的生鲜超市填
补了云顶澜山一带无社区生
鲜超市的空白，让社区居民
感觉方便多了。一名王姓大
妈说，有了购物环境好的社
区生鲜超市，吃了晚饭也可
出来买菜，满足了一些上班
族白天没时间买菜，以及一
些市民大热天白天不愿意出

门买菜的需求。而且，很多
叶菜和肉还有特价以及晚上
开始打折的优惠，算起来，价
格比农贸市场还要便宜。

◆社区生鲜超市
服务更贴近消费者

不仅生鲜蔬菜超市瞄准
了社区市场，生鲜水果超市
也在珠海遍地开花，鲜好多、
水果捞、666C、果教授等各
品牌生鲜水果与路边水果摊
有所不同，这些店铺更专注
于售卖高端精品水果，比如
顶级的猫山王榴莲，日本水
果桃、美国大樱桃等等。

“水果社区超市售卖的
水果确实有些贵，随便买几
样都要一百多元。但也比较
好吃，比如红心的火龙果比
别 处 超 市 农 贸 超 市 的 都 要
甜，而且只要水果不新鲜有
坏的地方，即使是榴莲回家
打开了也可以退换。”吴小姐
说。

生鲜社区超市为啥受到
居 民 追 捧 ？ 有 专 业 人 士 认
为，社区生鲜超市聚焦生鲜，
又兼具便利店的职能，辐射
周边 3000 户到 5000 户居民，
服务更加贴近消费者，能够
在最短的距离实现最便捷的
一站式购物需求，满足居民
八成生活所需，居民通常会
把这种社区店当成日常基础
所需的购买场所。唯佳生鲜

超市店员说，该超市里商品
数量 2200 多个，除了生鲜，
还有干货、休闲零食、冷冻冷
藏食品、日用百货等，基本能
满足周边住户的需求。

◆“小业态”是未来商业模式
发展趋势

据珠海市商务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珠海的零售
企业在生鲜零售方面创新较
多。今年以来，“钱大妈”“鲜
宜多”等连锁生鲜超市迅速
占领我市各大社区，以新鲜
实惠获得消费者信任。“钱大
妈”等生鲜超市采用微信公
众号、微商城小程序、微信群
等方式，建立起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购买模式，巩固社区
消费粘性。

生鲜社区超市在珠海遍
地开花俨然已成不可阻挡的
趋势，相比过去的大卖场模
式，生鲜社区超以其强大的
生命力在市场中取得了良好
的业绩。有专家表示，小业
态的运营相对大店来说比较
灵活，特别是目前的商业模
式会朝着个性化、定制化方
向延伸。未来的零售业态就
是“小业态”、“社区商业”为
主，在电子商务浪潮中，“小
型社区店”一定会越来越受
欢迎，“小业态”的产生、成长
和成熟恰恰符合了个性化和
定制化的需求。

“小而美”社区生鲜超市珠海遍地开花

有望成为未来商业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芳

新华社华盛顿 9月 12 日
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12
日宣布一系列严格控制电子烟
销售的措施，特别是受青少年青
睐的“香型”电子烟，以遏制其在
美国青少年中使用泛滥的状况。

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超
过 200 万名初高中学生使用电
子烟，而带香味的电子烟更容易
吸引年轻消费者。

美药管局局长斯科特·戈特
利布发表声明说，有明确证据显
示，美国青少年吸电子烟已达到

“泛滥的比例”，因此必须调整综
合策略，降低其“显而易见”的现
实危害。

戈特利布当日宣布，美药管
局已向电子烟零售商开出 1300
多份警告信和罚单，理由是这些
零售商向青少年非法出售部分
电子香烟产品。药管局还要求

美国 5 家主要电子烟生产商必
须在 60 天内提交有关阻止青少
年获得电子烟的“强有力”方案，
否则将禁止他们继续销售“香
型”电子烟。

电子烟主要由电池、加热蒸
发装置和一个装着烟液的烟管
组成，烟液中的尼古丁含量规格
各异，使用时通过供电发热让烟
液挥发、形成烟雾，以达到“吞云
吐雾”的效果。许多厂家声称，
电子烟是传统香烟的安全替代
品，有助于戒烟。但也有研究显
示，电子烟蒸气会损伤肺部免疫
细胞，其危害可能要大于此前的
认知，且尝试电子烟的青少年可
能更容易开始吸传统香烟。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报告
称，没有充足证据表明电子烟有
助戒烟，吸烟者只有完全戒除尼
古丁，才能最大程度受益。

美药管局：

严控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小而美社区生鲜超市为市民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华社上海 9 月 13 日
电 2018年是著名动漫形象米老
鼠诞生 90周年。华特迪士尼（中
国）有限公司 11日在上海举行会
议，发布旗下迪士尼、皮克斯、漫
威、星球大战四大系列未来在中
国的内容规划和市场战略。

此间分析人士称，“90 岁”
的米老鼠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潜
在的消费者。

迪士尼消费品业务在中国
已经连续第五年保持两位数的
快速增长。过去 12 个月中，每
秒就有 66 件迪士尼授权商品售
出。而在 2015 年，这个数字是
每秒 38件。

大众购买力的提升来源于
多方因素，一方面 2016 年 6 月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开门迎客，主题
乐园为关联消费带来了正向激
励，另一方面，中国网购力量不
断蓄积，近三年间，每个“双十
一”都创造出新的消费奇迹。此
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是中国日
益繁荣的电影市场，迪士尼及旗
下各系列电影不断刷新在华票
房。经济领域专家认为，迪士尼
消费品业务快速增长得益于中
国市场的扩容和活力。

当 被 问 及 ，迪 士 尼 是 否 对
2000 年前后出生的群体特别关
注时，华特迪士尼公司大中华
区及韩国消费品副总裁及总经
理林家文回答，迪士尼关注的
始 终 是 一 个“0 岁 至 100 岁 ”的
群 体 ，也 就 是 说 ，覆 盖 全 年 龄
段。

从现在到年底，在庆祝米老
鼠 90 岁的“中国节目单”上，不
乏充满中国元素的精彩活动，吸
引全年龄段的中国观众及消费
者。比如在中国西部地区，米老
鼠与大熊猫“手牵手”；在湖北，
米老鼠形象登上了著名的地标
黄鹤楼等。据介绍，米老鼠还有
望登上长城，与中国游客一同表

演节目。
针对终端消费市场，迪士尼

不仅推出“京”“沪”“蜀”“粤”四
大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设计图
稿和产品，融入中国地方特色文
化。米老鼠还登上了“上海牌”
手表、云南大益普洱茶的包装
等。

2018 年 春 季 ，上 海 迪 士 尼
乐园新开片区——皮克斯·玩具
总动员园区。新华社记者许晓
青摄

数据亦显示，目前在中国市
场，85%的迪士尼授权商来自中
国本土，其余则为海外。这令

“米老鼠”传递别具一格的“中国
风”打下扎实基础。

当然，“90 岁”的米老鼠不
仅热衷于拥抱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也很在意追逐互联网时尚。

林家文说：“中国市场可谓
日新月异，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
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中国消费者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给我
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与无限机
遇。”

他举出的一个案例是，迪士
尼的新经典形象——《疯狂动物
城》中的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
等，于 2018 年出现在一款中国
手机游戏上，吸引众多玩家。

他还透露，在线上业务突飞
猛进的同时，线下的销售依然占
到迪士尼消费品业务的较高比
重，也就是说传统消费模式对

“90 岁”的米老鼠来说，依然十
分重要且管用。

“传统，又不失创新！”与会
的中国本土授权商这样点评“90
岁”的米老鼠。

“每当耳畔响起，‘演出开始
了’的台词，就会唤起我童年时
盯着电视机看《米老鼠和唐老
鸭》的记忆。我想，自己如果有
了孩子，或许会和他们一起陶醉
于此。”一名中国青年“粉丝”说。

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潜在消费者

“90岁”的米老鼠尚能饭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