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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速写
实惠价格引来消费者

1月26日14时35分，这正
是大家都在上班的时间，一般
超市里客流量也是日常最平
淡的时候，但记者在贵和超市
万达广场店看到，出口入口人
流量都很大，卖场内也是人头
攒动，前来购买商品的消费者
以中老年人为主，吸引他们
的，除了超市商品特别实惠的
价格，还有就是专线免费的购
物巴士了。家住明珠花园的刘
奶奶购物车里塞的满满的，十
分高兴的告诉记者：“免费巴
士特别方便，出门就坐车，孩
子们都去上班了，我看排骨价
格特别合适，今天多买点儿。”
大多数老年人消费的内容以
肉、蛋、蔬菜为主，实惠的价
格、放心的质量让大爷大妈们
提前开启了备年货的节奏。

27日上午10点，记者看
到，来超市购物主要以家庭和
年轻夫妻为主的消费群体，各
种零食、日化用品也成为热门
的消费项目，三口之家看电
影，吃饭，再去超市采购一周
所需的生活用品，构造一个完
美周末计划。

资源共享
繁荣太白东路商圈

“万达是一个开放的商
业平台，我们希望更多优质
品牌进入这个平台实现共
赢。”济宁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金华
对于贵和超市万达广场店
开 业 的 看 法 首 先 是 共 享 ，

“我们先伸出了橄榄枝，双
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协议。
对这次合作来讲，战略意义
大于赢利意义，我们能够更
加符合本地消费习惯。”

目前，万达广场正在逐步
由购物中心转变成生活体验
中心，在未来3年，零售业态占
比将逐渐降低至30%至35%,
体验式业态占比将上升至
65%至70%。这种变化正是顺
应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发生改
变而不断的进行调整和变化。

“万达广场不再是单纯的购物

中心，我们在全力打造一个品
牌丰富、多业态的优质平台，
贵和超市正是我们一直在寻
找的地方优质合作伙伴。通过
合作，双方可以更有效地服务
济宁市民，同时打通客群，资
源共享，商圈共享，最终实现
双赢。”

贵和超市
填补商圈空白扩大客群

“汤骨7块9，带鱼2块9毛
9，土豆9毛9……真便宜！”带
着孩子来购物的张阿姨一个
劲儿的说便宜，记者在超市里
转了一圈发现，实惠的商品可
不止是肉、蛋、青菜，各种零食
酒水日化品都在实行开业促
销价。

据贵和超市赵经理介绍，
本次开业促销的优惠1月31日
结束后，年货大街促销活动从
2月1日开始启动，“我们会周
周有活动，天天有优惠，让来

购物的消费者们充分感受到
贵和超市的品质保证和价格
优惠。贵和超市万达广场店开
业期间还开通了六辆免费巴
士，让更多的人能够顺利的到
我们超市来购物。”

说起贵和超市万达广场
店的开业，赵经理用了一个
字来总结“快”，从筹备到开
业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近万平米的营业面积招商、
装修、开业一系列环节就完
美呈现。“贵和超市万达广场
店的开业填补了贵和超市在
东部商圈的空白，和万达的
合作也非常顺利，在太白路
的东部商圈找到这么大面积
来做我们的贵和超市品牌，
补上了我们商业布局的一个
缺口。同时我们也很看重万
达的客流量，在超市开业前
做了完全的准备和充分的调
研，开通了更多的通道进到
超市，无论是在超市商品的
配置、价格调整还是服务和

客群的定位，我们都有了更
多的改变，在吸引原有超市
消费群体的基础上，希望消
费客群里增加更多年轻消费
群体。”

强强联手,共享格局
开启双赢模式

在寸土寸金的太白路东
部商业圈，万达拿出近万平米
给贵和超市经营，这是格局，
在商业竞争激烈的现状下，贵
和拿出自己的王牌超市入驻
万达，这是魄力。在访谈中，共
享这个词一再被提起，无论是
万达的年轻消费群体，还是贵
和的实力消费群体，都能够在
双方的合作中感受到变化和
进步。两大商业品牌的强强联
手，不止共享了商圈，还共享
了资源和客流，增加了双方的
品牌价值，最终共享经济，打
造出1+1>2的双赢模式和效
果。

贵和超市入驻万达广场，开启1+1>2模式

全全国国商商业业大大鳄鳄握握手手本本地地商商业业巨巨头头
文/图 本报记者 施园 马云雪

1月26日，贵和超市万达广场
店正式开业，热情的消费者瞬间充
满了近万平米的营业空间，在人们
专注于贵和超市实惠商品的同时，
不少人也在议论一个话题：贵和把
自己的王牌超市开在了万达，会带
来哪些效应？贵和超市作为本土商
业巨头，牵手全国商业地产龙头企
业万达是否会产生1+1>2的作用，
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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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万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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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1日讯 (记者
马云雪) 1日，记者从商务

局获悉，2017年12月份济宁市
主要生活必需品整体供应充
足，运行较为平稳。其中因春节
临近，预计食用油价格小幅上
涨。而猪肉价格运行平稳，预计
后期涨幅不会太大；鸡蛋价格
持续上调，预计临近节日禽蛋
类价格仍有可能持续上涨。

据济宁市商务局生活必需
品市场监测系统显示，食用油
价格小幅上行。2017年12月份，
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格为
18 . 73元/升。据了解，随着春节
的临近，国内植物油消费将有
望逐渐恢复。每年的下半年，油
脂成交情况都会好于上半年，
这也是植物油消费的季节性规
律。菜籽和菜籽油强劲的国际
市场态势，加之新豆上市前我

国进口大豆到港将减少，国内
豆油库存将逐渐减少。大食用
油厂商在批发、零售环节出台
了各类促销政策。为了提高食
用油销量，商场、超市也纷纷打
出了促销牌，预计近期食用油
价格还会有所上涨。

而在猪肉价格方面，总体
运行平稳。2017年12月份，济宁
猪肉总体均价为29 . 7元/公斤。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中秋国庆
双节之后，猪肉消费疲软，整体
需求不振，处于消费淡季；而市
场生猪供应充足，生猪市场供
需格局宽松，屠宰企业收猪整
体无难度，具有一定压价意向。
去年12月，基本上可以说是需
求旺季到来之前的过渡期了，
一般来说春节前属于需求旺
季，猪肉价格必然会有一定涨
幅，但是由于猪肉供应充足，所

以预计涨幅不会太大，全年整
体猪肉价格依旧会在合理的范
围之内。

此外，在鸡蛋价格方面，价
格持续上调。据了解，去年12月
份，鸡蛋平均零售价为8 . 8元
/公斤。而鸡蛋价格快速上涨主
要因素为市场供给减少：上半
年低价行情打压下，养殖户大
量淘汰蛋鸡，蛋鸡存栏量逐步
减少，鸡蛋产能不足，同时受今
年养殖政策影响，养殖户淘汰
蛋鸡后再补栏的可能性很小，
鸡蛋供应偏紧的现状开始显
现；进入冬季，同时气温下降，
随着气温持续降低，活禽养殖、
防疫成本进一步加大，在产蛋
鸡产蛋率下降，鸡蛋供应量有
所下滑，价格随之小幅上涨。预
计近期禽蛋类价格仍有可能持
续上涨。

本报济宁2月1日讯
(记者 马云雪 通讯员

钟鸣) 近日，记者了解
到山东省经信委发布了

《山东省高端技术装备新
产品推广目录》，济宁16家
企业的 1 9个产品列入目
录，产品个数居全省第 2
位，其中济宁高新区8个、
邹城市5个、金乡县2个、兖
州区1个、曲阜市1个、泗水
县1个、鱼台县1个，对推动
济宁装备制造业起到了良
好促进作用。

济宁此次19个列入《推
广目录》的产品，共获得发
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
94项，外观设计专利11项，
均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装备产业发展方向，技术水
平高、市场前景好、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技术装
备，涉及工程机械、农业机

械、特种车辆、数控机床、矿
用机械、电力电子等多个领
域。

特别是山东英特力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的商用单
路服务器、山东东岳专用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的高速公
路清扫车、山东科大机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带式输
送机用盘式制动装置、金乡
县沃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的模块化智能箱式变电站
等产品，代表了全国行业最
高水平，对推进济宁装备产
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
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下一步济宁市将在新
产品产业化建设，引导企业
加大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
研发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推动
济宁装备制造业新旧动能
转换。

1199个个装装备备制制造造业业入入选选
产产品品个个数数居居全全省省第第二二

春春节节临临近近食食用用油油价价格格将将小小幅幅上上涨涨
全市主要生活必需品整体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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