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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超市”赌未来，商超升级战打响
中高端超市多在商品质量、品类上做文章，本土零超商则注重购物体验和科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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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新品牌抢市场

2月3日，记者在G-Super
绿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看到，
该超市已从过去超市业流行的
按商品品类陈列尝试向消费场
景陈列转变，如，在“早餐”的货
架前， 就摆满了各类的牛奶和
麦片，而水果海鲜、红酒饮料等
也多为进口或产地直采。

据了解， 该超市依托绿地
集团的资源优势， 在美国、英
国、澳洲、加拿大等地均建有自
产基地和直采中心， 采取线上
线下全渠道直销模式， 确保商
品的新鲜程度， 华创店为该超
市首次进入湖南市场。

而这种以进口商品和优质
生鲜为主打商品的经营模式，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已开始
逐步深入到长沙市民的生活中
来。 据统计， 从2012年开业的
Hishop精品超市算起，长沙目
前已开设有Grand�Vida、万家
丽生活超市、 运达美生活精品
超市、华润万家V+城市生活超
市、通程万惠精品生活超市、绿
家馨等中高端精品超市近十
家，这其中，除少数为超市运营
品牌连锁运作外， 也不乏由商
场直接运营的全新品牌， 均为
省内首店。

“逛精品超市主要是喜欢
买乳制品和水果， 觉得可以挑
选的品种更多一些。”2月3日，
一位在G-Super超市购物的女
士如是说。记者看到，在她的购
物车内已经放置了3瓶1升装牛
乳和猕猴桃、苹果等水果。

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
周”，这些超市内的进口水果和
红酒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年
货。 在某大型商场工作的王宛
就告诉记者，春节前购买了4箱
猕猴桃作为拜节礼，“觉得健康
又有面子。”

大卖场忙升级

除多个中高端超市品牌进

入湖南市场争抢市场外， 原本
已在零售市场深耕多年的本土
零超商也开始加快升级换代的
步伐。

2016年6月， 步步高集团
旗下梅溪新天地正式开门营
业。 与这家70万平方米的购物
中心一同亮相的， 还有步步高
旗下第三代大卖场。 据记者了
解，在该超市内，采用了“区块
化”布局，生鲜、非食品和杂货
三大区域均拥有独立的出入
口，生鲜销售占比高达46%。

这其中， 步步高在超市内
布局了海鲜现场制作区域、现
场烤制面包区域等， 消费者只
需付制作费便可将在生鲜区域
购买的鲜活海鲜制作成菜品，
当场食用。 来自步步高的数据
显示， 这家聚焦组合式家庭购
物的大卖场在开业首日便收获
了1.8万笔的惊人销售。

另一头， 同样为湖南资深
零超商的湖南家润多也已开启
了卖场升级计划。据记者了解，
随着由家润多牵头打造的湖南
首家专业社区型邻里中心乐商
城项目的签约， 家润多也正式
开启了新一代超市旗舰店的开
店进程。

据湖南家润多副总裁邓卫
强介绍， 这家正在筹备的家润
多第二代中高端旗舰店经营
面积达8000平方米，“无论是
外在硬件、内在管理，还是商
品配置方面， 都将有质的飞
越，将有众多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项目采用新的技术。” 数据
显示，目前，家润多在长沙已
开设42家超市，仅雨花区就已
开设七八个大店。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今年9
月， 沃尔玛旗下高端会员制商
店山姆会员店将正式入驻长
沙； 在长沙城北蛰伏已久的麦
德龙也将在城南再开出一家新
店。不难看出，在过去仅靠低价
便能吸引消费者的超市经营法
则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
不寻求更多的改变。

2016年， 曾经在湖南
市场上顺风顺水的新一
佳遭遇发展危机，由湘潭
走向省外的心连心超市
同样面临了经营困境，对
零售业而言，寻求全新市
场突破点已迫在眉睫。据
记者了解，在2017年的超
市升级大战中，除了如都
是牛肉却提供 54种不同
选择的商品细分升级外，
也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元
素。

邓卫强就透露， 在新
一代家润多超市旗舰店
中， 将加入更多的科技元
素，如机器人导购、消费者
自助收银系统等，“这是消
费者能够感觉到的， 而在
超市的运营管理中， 还将
运用一些目前最新的科技
手段和系统。”

在过去， 超市内一台
能够扫码查价格的价格查
询机， 超市外的自动存包
柜的出现均吸引了不少消
费者的目光和讨论。如今，
随着超市业态的进一步升
级， 恒温控温更加精确的
冷柜， 如机器人服务员一
样新奇的机器人导购等均
将出现在超市的经营当
中。

不过，据记者调查，不
少目前已添置在市内超市
内部的价格查询机的使用
频率并不算高， 部分机器
甚至处于闲置、 不可用的
状态。 这些看起来新奇的
科技元素究竟能从何种程
度上提升市民的消费体
验，改变超市经营的状况，
仍将有待观察。

2016年，对长沙商业而言，是
生机焕发的一年。这一年，十余个
商业项目齐齐亮相。 更值得注意
的是，从2012年开始，与湖南商业
由传统百货向购物中心转型趋势
已日渐明朗的商业体升级趋势相
比， 超市的升级换代似乎来得更
快。

过去一年，中高端超市、精
品生活超市成为新开超市项目
的“爱用名称”。而从新开业的
超市项目来看， 不再一味追求
大而全，而是更在商品质量、品
类和陈列上做文章的升级版项
目更受偏爱。

据不完全统计， 过去一年长
沙新开设的商业项目中， 几乎每
一家都配备了精品生活超市，这
其中，包括了通程喜乐汇、长沙海
信广场、华创国际广场、万家丽国
际Mall等购物中心内， 均无一例
外地选择了中高端精品生活超
市， 而大卖场类型的超市则更多
以独店的形式出现。

这种大卖场的“升级版本”，
在经营数据上也给出市场惊喜答
案。 如位于梅溪新天地的步步高
旗下第三代大卖场， 开业半年多

时间以来，日均销售40万元，周末
可达80万元，业绩超出预期。而该
卖场经营面积为6000平方米，这
一营业面积在超市大卖场中，并
不算一个“巨无霸”。

“在现代商业运营中，超市已
成为必备业态之一， 消费者习惯
于逛街购物后， 再买一些生活用
品回家。”一位长沙商业招商资深
人士表示， 购物中心的定位大多
为中高端或者年轻时尚， 这决定
了这一业态的顾客群为讲究品质
的中高端客群或者追求新鲜感的
年轻客群，“价格实惠的大卖场并
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购物需求，囊
括了更多新奇特商品的精品超市
更符合需求。”

不过，该人士也透露，经济下
行带来的经营压力让不少超市经
营者削减了开店计划， 一些原本
定下的招商计划也充满变数，“对
一些商业项目而言， 放弃招揽大
卖场， 进而向客流要求不那么高
的精品生活超市抛出橄榄枝，也
是无奈之举。” 据记者了解，2016
年， 确有多个知名超市连锁经营
商改变了原本的开店计划， 采取
保守的开店策略。

精品超市在购物中心时代受宠

突破

大卖场路线超市正面临中高端超市入场带
来的竞争。前者一味强调“买贵了退差价”，后者
则更多强调购物场景、商品品质。

不久前， 位于华创国际广场负一层的
G-Super绿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正式营业。这
是近年来在长沙伍家岭商圈攻城略地的首个中
高端超市品牌， 试营业恰巧赶上了新年第一波
春节黄金周销售高峰。

据调查， 在长沙新开业的购物中心内的超
市也在升级。 包括长沙海信广场、 万家丽国际
Mall、 通程喜乐汇在内的多家购物中心无一例
外开出了精品生活超市。进入2017年，沃尔玛
山姆会员店、家润多超市第二代等“新玩家”也
将亮相。星城超市升级战的号角已然吹响。

■记者 朱蓉

很长一段时间里，“好货不便宜” 的定论统治着人们的消费观。
在这种情况下， 中高端精品超市很容易便与价格高划上了等号。在
随机采访中，部分少去精品超市的消费者坦言，超市内商品价格偏
高是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一超市业内人士也曾告诉记者，即使是同一件商品，出现在
品牌旗下不同定位的商超内，也将有不同的定价，“中高端超市的
定价将高出大卖场。”如，一瓶鲜奶，在大卖场的售价约为6元左右，
到了精品超市可能便会涨至7元。

精品超市或许是一种发展方向，但物美价廉则是消费者在消费过
程中的第一追求。如何在加强商品丰富度、提升服务的前提下，做好成
本控制，制定更符合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定价策略，或许将是接下来经
营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商品升级背后
将加入更多科技元素

“

声音 精品不应等于贵

精品超市多以进口商品或优质生鲜为主打商品的经营模式，在品质、品类上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