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地：复兴西路 62 号 《杰克 皮特 丽莎》特展
2020年以来， 一场场精彩绝伦艺术盛宴

在复兴路 THE SHOUTER 的沉浸式体验店
上演序幕又落下帷幕， 让更多的艺术家和潮
流小伙伴融入到 THE SHOUTER 的艺术氛
围中。 近日，HE SHOUTER 复兴西路沉浸
式体验店带来一场超现实新锐意识特别项
目———《杰克 皮特 丽莎》，不仅是对 2020 年
完美总结，也是展望 2021 年的“新鲜”开始。

作为 THE SHOUTER 的创始人和艺术
实践者， 车宣桥女士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和个
人经验出发，引用当代艺术语境中“生肉”的
概念， 尝试重新诠释室内设计家具的视觉呈
现以及体验形式。

全新的艺术人文交汇空间
《杰克 皮特 丽莎》作为 THE�SHOUTER

自身的独特意识流作品展示， 致力于在上海
这一国际都会的城市背景下， 提供一个全新
的艺术人文交汇空间， 将丰富的人文艺术情
怀从过去延续到更远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
这由 THE� SHOUTER 倾心打造的沉浸式
体验空间，巧妙地将“艺术、潮流、混搭、有
趣”的品牌语言融入其中，吸引更多元的志
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这里，为艺术潮流发声。

商业 动动态态

发现地：复星时尚集团 旗下品牌入驻免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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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最具烟火气的新型数字化门店

新年焕新颜

发现地：本来生活网 2021年货季开启

作为一个植根中国的全球性时尚集
团， 复星时尚集团发挥海外本部与中国
本部共同发力的双引擎模式， 积极打造
更多符合中国年轻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
推动释放海内外高端消费市场的潜力 。
近日， 复星时尚集团与海南旅投免税品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 加速布
局海南。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进
海南消费产业升级，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 复星时尚集团旗下品牌首次进驻海
南，LANVIN 与 Wolford 两大品牌精品店
已入驻海旅免税城。

提供更多优质与创新体验
复星时尚旗下拥有 130 年历史的法

国时装屋 LANVIN 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进驻海旅免税城。 LANVIN 品牌
的核心价值始终是对于时代的反思以及
对待历史的尊重。 店内陈列的 2021�
LANVIN� 春夏系列重焕了品牌的标志性
风 格 ， 创 意 总 监 Bruno� Sialleli 以
Jeanne� LANVIN 的标志性礼服的设计
基础廓形为灵感，让这些设计风格化身为
LANVIN 未来的全新代表人物、 英雄和
女英雄。

来自奥地利拥有 70 年历史的亲肤时
尚先锋品牌 Wolford 也于同日正式入驻
海旅免税城。 在品牌成立 70 周年之际，
Wolford 大胆开拓全新产品线，品牌的首
个运动时尚系列“THE� W� Collection”，
迎合了前卫大胆、 充满活力的当代女性消
费者的需求。

发现地：NGS Mart 农工商超市 海派光明早餐可网订柜取
在位于柳州路上的 NGS Mart 农工商超

市经过精改后， 在辞旧迎新之日火红亮相。
NGS 农工商在店内开设了欧系推窗式的光
明早餐购买专窗， 早餐类型设置中西合璧，
干湿混搭。 专窗旁还特设了早餐柜，顾客可
通过 “光明早餐 ”微信小程序实现 “网订柜
取”， 在小程序提前下单， 到自提柜扫码取

餐，既大大节省了到店点餐及取餐的等候时
间，又节省大把分秒必争的早高峰时间。

柳州路店的光明城市厨房营业面积足
足有 280㎡， 并重点推出光明集团旗下博海
餐饮特色美食，品种多样。 在用餐区使用“点
餐自取”服务，扫餐桌码即可通过智能化点
餐系统完成点餐，随心点，随性吃。

安心溯源有保证
为保障顾客吃的健康安心， 农工商超市

建立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动态监管
模式，确保食品“来源可追溯”。 在柳州路店
不光设立了“安心检”监测站，更是上下联手
建立肉类和蔬菜等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证
每日到店的果蔬、肉禽都可溯流追源。

岁寒三九，辞旧迎新。 今年小寒时节，本
来生活网端上热气腾腾的年货大礼， 重磅优
惠强势来袭，正式开启本来生活网“2021 年
货季”大幕，在寒冬中眺望新春，为过一个丰
足美满的中国年做好准备。

即日起至 1 月 18 日， 本来生活网推出
“满 199 减 100、 满 299 减 150” 的满减优惠
券，以及冷链、常温生鲜商品“99 元选 10 件”
的组合优惠等活动，多买多划算，优质食材新
鲜到家，为春节囤货的同时更是“三九”食补
的大好时机。

自有定制商品亮眼
本来生活网 2021 年货季第一阶段活

动———“牛气冲天 囤货过大年”为期两周，精
选各类商品优惠到底，消费者可以尽早囤货。

在“2021 年货季”众多年货好物中，本

来生活网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独家定制坚果礼
盒再度登场。 不只有坚果礼盒， 本来生活网
“2021 年货季”还推出了水果礼盒、粮油干
货礼盒、熟食礼盒等独家定制礼盒。

本来生活网生鲜配送覆盖全国近 300
个城市，北上广深部分地区实现“今夜达”。
本来生活网“2021年货季”的所有冷链鲜食
商品均由顺丰冷链配送， 参与优惠活动同时
享有满额包邮服务。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标准超市：
一进门即可闻到浓郁的面包香气，
一路闲晃选购走到收银柜台时，居
然发现 TIMS 咖啡和专卖各种早
点的早餐选购区。 因此，在选购好
你所需商品后，你可以在超市里买
上一块蛋糕，然后在超市里的咖啡
室里边悠闲地喝杯 TIMS咖啡。这
是联华超市日前在南丹路上推出
上海全新形态的社区生鲜店，在这
样一个有烟火气的超市里，这里就
像你家的第二个客厅。

近年来，联华积极推进品牌焕
新， 优化供应链及数字化赋能，围
绕消费者需求， 布局多元业态发
展，在卖场经营上，旨在打造“一站
式购物 + 社区服务中心” 升级为
“市集 + 餐饮”多元场景的 3.0 卖
场。 在超市业态上，除了创新拓展
以社区生鲜为主的生活鲜及全品
类优质超市外，更积极布局于餐超
联动、家门口的精品超市。 联华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涛表示：
“联华所打造的社区生鲜店， 是具

有社区服务功能，以生鲜为主导的
全品类门店，是离消费者最近的一
站式生活购物超市，是具有人情味
和烟火气的新型数字化门店。 ”

据悉，联华新形态社区生鲜店
着眼于提供消费者一日三餐所需的
“食”上，因此在门店布局考量中，
生鲜品类面积占比高达百分之四十
五，强调生鲜品类的丰富度。除了引
进山林熟食、 老大房等沪上知名品
牌，加大熟食区及面点区的贩售，更
升级了生鲜加工服务， 提供消费者

在一般社区生鲜店少见的高品质牛
肉、爱森及五丰品牌肉品现切服务。
不仅如此，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澳洲
Coles� 100天谷饲安格斯牛排及崇
明山羊肉等多元选择。

近日，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
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 其中对商场、
超市等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
了多项技术要求。

顾客及其他人员进入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菜市场），
应佩戴口罩，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出
示健康码，保持安全距离。提倡顾客
自助购物、非接触扫码付费。

顾客及其他人员进入餐饮场
所，应科学佩戴口罩，主动配合体
温检测、出示健康码。 在餐饮场所
内外候餐区、取餐区、结账区等人
员易聚集区域，保持安全距离。

参与展览活动的观展人员，事
前应持个人有效证件进行线上实名
制注册和预登记。进入场馆时，应佩
戴口罩，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出示健
康码，有序观展，保持安全距离。

进入商场、超市、菜场
等场所须佩戴口罩

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LEED是美国绿色建筑协会，

为建筑在设计和营运过程中有效
减少环境负面影响而建立， 是目
前最先进和最具实践性的国际绿
色建筑评级体系之一， 已应用于
全球 175 个国家和地区， 被誉为
建筑界的“奥斯卡”奖项。

2020年， 崇邦集团旗下五个在营
运中的商业广场获得了 LEED 既
有建筑认证。

其中，位于江苏昆山市的昆
城广场和位于浙江杭州市的余
之城生活广场获得了最高荣誉
的铂金级认证，位于上海的大宁

国际商业广场、金桥国际商业广
场和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获得
了金级认证。

“LEED 认证是崇邦集团配
合国家绿色政策的重点工作之
一，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崇邦集
团总裁郑秉泽说道。

在寒冷的冬日， 温暖且香意
浓浓的热红酒是不变的经典。 然
而想要制作一款口感上佳的热红
酒并非易事。在福维克美善品多功
能料理机精准的温度和时间控制
下， 您无需时刻关注烹煮时的火
候，只需依照屏幕上的步骤逐步操
作，设置好参数，就能安心回房与
亲朋好友欢度愉悦时光，倾谈之间

一壶红酒便完美出锅。
在新年、春节等佳节，福维克

美善品诚邀您一起用全球美馔点
亮欢聚时刻， 定格每一个璀璨瞬
间。为了进一步得提升用户的烹饪
体验，福维克美善品与盒马平台展
开紧密合作，为用户提供从菜品选
择、食材购买到料理制作的全链路
智能服务。 在盒马 APP上搜索美

善品，便能解锁独家菜谱，并能享
受一键下单的便捷服务，即刻实现
食材无忧购。快来和福维克美善品
一起探索烹饪的无穷乐趣吧。

以美食点亮冬日欢聚时刻

岁首春到户，金牛牵福来！新一年
的Victorinox�维氏生肖限量版瑞士
军刀如期而至，喜迎中国传统春节。全
新 2021都市猎人牛年生肖限量版瑞
士军刀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匠心瑞士精
神与喜庆中国金牛生肖的融合。

象征力量与守护的全新 2021�
都市猎人牛年生肖限量版瑞士军刀
是对牛年生肖的美好致敬，亦是为您
呈上最真挚的新春祝福。 全新 2021�
都市猎人牛年生肖限量版瑞士军刀设
计精美，限量版以经典红色衬托金牛
和其强而有力的白色牛角，栩栩如生。
牛，代表财富与力量，以其刻苦耐劳、
勤劳忠诚、个性温和，成为聪明勤勉、
自信勇敢、耐心和富责任感的典范。同
时，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衍生出许多以“牛”为部首的汉字，体
现牛的各种美德和特性。

牛年生肖限量版， 全球限量发
售 8千件， 这个数量设定亦选取自
中国幸运之代表“8”以传递美好吉
祥的祝福。 每把 2021 都市猎人牛
年生肖限量版瑞士军刀都配以精美
礼盒包装，内附独立号码和证书，是
新春馈赠和珍藏之佳品。

2021限量版瑞士军刀
传递力量与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