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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读

天津菜市场提升改造焕然一新

看着养眼 逛着舒适 买着放心
■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郝一萍 宁广靖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米袋子”是老百姓
尤为关心的话题。尽管线上配送日趋完善，但
汇集了城市烟火气的菜市场仍让人难以割舍。
近些年，标准化菜市场是天津重点建设的民心
工程之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如今菜市场改
造升级的成效愈发明显。室内冬暖夏凉、地面
平整干净、摊位分区明晰、商品价格透明……

近日，记者走访天津多个菜市场发现，
越来越多的菜市场撕掉了以往“脏乱差”的
标签，通过智能化管理、怀旧风引流等方式
重新焕发了生机。菜市场升级后不仅留住
了商户，也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改造升级

借助大数据智慧化管理

位于南开区的龙井坊菜市场在经历了
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后，于今年8月正式开
张纳客。
改造前，该菜市场不但设施陈旧，而且

环境又脏又乱，地上常有污水和垃圾，摊位
布局杂乱无章。菜市场里没空调，冬冷夏
热，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十分糟糕。
如今，在龙井坊菜市场里，蔬菜瓜果、

肉蛋水产等各类摊位按照商品品类划分区
域。豆腐 3.5 元/块、大饼 2.5 元/张、酸菜
3.5元/袋……每个摊位前都贴着当日售卖
的商品价格。市场里还安装了中央空调，
即使在酷暑严冬，也能让消费者享受到良
好的购物体验。有商户对此发出感慨：“菜
市场改造之前，环境确实不太好；改造之
后，整体提升特别明显，顾客也多了不少
呐！”
在与龙井坊菜市场相距约1公里的卧龙

里菜市场中，姚师傅卖猪肉已有10余年。这
些年，他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进货，早上7点
准时营业，直到晚上7点多才收摊回家。通
常情况下，他每年只在春节期间休息一周，
唯一一次例外是在去年3月，他整整休息了
一个月。因为彼时，卧龙里菜市场正在改造
升级。
卧龙里菜市场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

改造之前，由于年久老化，基础设施、装修外
檐都破损严重，环境卫生也令人堪忧。
为了改善顾客的消费体验，卧龙里菜市

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改造升级，在提升环境
质量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实现智慧化管理。
走进卧龙里菜市场可以看到，侧面的墙

上有一块电子屏幕。该屏幕显示着当日进
店购物人数以及当日商品销售价格、销售排
行等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对进店客流进

行监控，包括各个时段店内人数等信息。此
外，我们后台设备还与各个摊位上的收银系
统连接，可以收集到菜市场内的销售数据。
而这些信息都会实时地显示在电子屏幕

上。”卧龙里菜市场负责人朱宁对记者表示，
该菜市场实施智慧化升级后更便于管理。
“我们通过电子屏幕可以了解到哪个时间段
客流量高、哪种菜卖得多。另外，很多居民
也会通过电子屏幕来查看当天的商品价
格。”他说。
据朱宁介绍，菜市场改造升级后，增加

了一部分摊位。不仅所有老商户都决定续
租，还有一些新的商户被吸纳进来。如今，
卧龙里菜市场有超过50个摊位，出租率达
100%。
“如今，来逛我们菜市场的人越来越多

了，生意越来越好了！”据姚师傅介绍，他每
天可销售猪肉200斤左右，其中五花肉、肋排
卖得最好；单日交易约100笔，日收入可达
4000至5000元。

按需招商

安全性舒适性提升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幸福美天（天
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幸福美天）旗下
共有14个菜市场，是天津经营最多菜市场的
企业。翟金利自2018年起负责幸福美天旗
下11个菜市场的招商、管理、运营等工作。
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着手对这些菜市场进
行改造升级。
“老旧菜市场改造升级期间商户需要停

业。为了尽量减少商户的损失，我们会将工
期压缩在一个月左右。我们旗下的菜市场
大多在1000平方米以上，工程量较大。因
此，很多环节就要同时推进，否则很难在期
限内完成。”坐在横江路菜市场办公室里接
受记者采访的翟金利指着脚下说，“这个市
场有1300平方米。我们接手的时候，这里已
经经营了近20年。门窗、屋顶都破得不成样
子，四处漏风，冬天摊主在市场里坐不住；整
个市场没有空调，夏天里面太热，周围居民
也不乐意进来买东西。动工时，最大的难题
还是水电改造，这关乎着整个市场的安全，
要慎之又慎。”
按照流程，在改造升级前，菜市场经营

方要先向主管单位以及所在街道报备，然后
将菜市场内陈旧设施进行拆除。到正式动
工时，水电改造、房顶加固、地面装修、岛台
设计等项目需同时进行，整套工程算下来共
花费了500万元。
改造后，横江路菜市场每个摊位的面积

在9至20平方米不等。目前，菜市场内已进
驻商户40余家，摊位出租率超过90%。

据翟金利介绍，这个菜市场最贵的两
个摊位位于大门两旁，每个摊位面积有20
平方米左右，年租金达8万多元；其次，是
中间岛台的位置，面积均为10多平方米，
年租金4万多元；角落的摊位面积最小，只
有不到10平方米，租金也最便宜，每年2万
多元。
“菜市场在招商时一般都以蔬菜商户为

主，不过具体还要根据周边居民需求来定。
比如，横江路菜市场周边居民消费水平较
高，因此我们在招商时规定，肉类摊位不能
低于5个，水产摊位不低于3个。”翟金利对记
者表示：“在摊位分区时，我们会根据居民消
费习惯将蔬菜、水果、干货、杂粮等品类安排
在岛台，四周边房售卖大饼、面条、肉类，然
后依次是海鲜区、熟食区，而百货、土产一般
会被安排在菜市场的最里面。”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天食放

心菜市场同样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该菜市
场经营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共设 48个摊
位。据了解，该菜市场中70%的摊位为自营，
主要销售蔬菜、水果、调料、水产、杂粮干货、
现制糕点、豆制品等；30%为招商租赁，引入
包括其他熟食类的连锁品牌以及补充丰富
菜市场品类的民生早点、炸鸡等现制产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质量

的不断提升，居民对购物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们的菜市场项目在

加大对食品安全保障的同时，也优化了城市
居民的购物环境。”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菜市场标准化

中心城区步行10至15分钟可达

“目前，已有8个菜市场建设、改造完成。
另外，第一大街菜市场正加紧施工，预计12月
中旬竣工开业。”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调研摸底，结合各区实际，2022年计
划新建和改造9个菜市场，包括新建梁晨馨苑
菜市场、泰来道菜市场、盛锦园菜市场、锦园
东里菜市场、第一大街菜市场，改造提升新世
纪菜市场、陆兴菜市场、新立菜市场、程林里
菜市场。
近些年，天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

老旧市场提档升级，重点对市场空间布局、
便民设施、管理制度、市场环境、智慧赋能等
方面加强提升改造。同时，鼓励借助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等赋能传统菜市场，实现
实体商户与线上平台互联，线上线下互动，
商户消费者互通，扩大菜市场辐射范围，增
加市场销售额，实现传统菜市场运营管理模
式的转型升级。
“为改善老旧居民区的部分菜市场‘老、

破、脏、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挑选一批亟
待改造的市场，优化经营环境，调整经营布
局，增添检测设备，安装电子大屏，菜市场硬
件设施档次有了新提升。我们先后建成了
体北、天塔、苑欣、体育中心等一批设施完
善、环境整洁、服务优良的菜市场，让老市场
焕发新容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天津市标准化菜市场建设与管理

规范》自2021年1月起实施。该文件对标准
化菜市场提出了多方面要求，包括有一定的
经营规模，新建的要达1000平方米以上，老旧
市场要600平方米以上；全封闭，地面要硬
化，保障卫生环境；分行划市，分区管理，要
设置蔬菜区、水果区、肉类区、水产品区等进
行区分等。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天津市拥有标准

化菜市场324个，面积91万平方米，商户2.5
万家。其中，市内六区有标准化菜市场144
个，面积39万平方米。具体来看，和平区10
个、河东区22个、河西区40个、南开区38个、
河北区14个、红桥区20个。中心城区基本
实现了步行10至15分钟到达一个菜市场，
形成了菜市场为主，生鲜超市、菜店等业态
互补的蔬菜零售网络格局。

在卧龙里菜市场的最里面，有一个专售蔬菜的摊位。
100多种蔬菜没有刻意被摆出什么造型，横铺在摊位上。
出入这里的大多是熟客，摊主老刘在这里干了10多年。
老刘依稀记得，刚来的时候，该市场冬冷夏热、四面透

风。虽然当时也有了不少摊位，但每家卖的菜品都差不
多，无非是白菜、土豆、茄子、辣子、黄瓜、西红柿这些家里
常吃的菜。“现在什么菜都有，老百姓餐桌丰富了。”老刘指
着摊位上的一堆菜告诉记者：“看，这些白菜、白萝卜、辣
子、圆茄子都是今天早晨新上的。其中，洋白菜40多斤、白
萝卜20多斤。这些菜几乎天天要补货。”
这个摊位是老刘和老伴儿一起经营的。每天凌晨3点

多，老刘就开着小货车去农贸市场或近郊合作的菜园里进
货，一天得上货1000多斤。老刘说，早晨是最忙的，要摆
摊，还要给饭店配货。“我媳妇儿早晨4点多就来市场了，光
整理菜、摆菜就要3个小时。”
据老刘介绍，市场改造后，客流量比以前大了。上午9

点半至11点半、下午4点至6点是两波客流高峰。每每这
些时候，称重、装菜、收款、补货……老刘和他老伴儿就忙
得不可开交。赶上节假日，老刘的生意就更忙了，能比平
时多卖出一半的量。“忙过了早晨的客流高峰，中午12点我
就走，回家睡一觉，下午3点多再过来，盯下午这波客流高
峰。”老刘说。
卖了10多年的菜，老刘对哪个时间节点哪些菜好卖掌

握得一清二楚。他每天进的这1000多斤蔬菜几乎剩不下，
到晚上一般就都卖光了。“我这的回头客多。过来的顾客
少的也得买30多元的菜，多的时候上百元。一天能卖100
多笔，日销量1000多斤，一天的销售额3000多元。”现在，老
刘不只是守着摊位卖菜，他还帮着周边的2个饭店采购食
材，这2个饭店每天从老刘这里能买400多元的鱼虾肉类
和1000多元的蔬菜。
晚上8点，老刘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他笑着说：

“累了一天，到家吃口饭就得睡觉。”

大直沽菜市场检验员栗素巧是经过培训的持证检验
员。每天早晨8点，她都会来到市场二楼的食品安全检测
室，开始一天的货品农残检测。
栗素巧将从商户那里随机抽检的水果、蔬菜切成小

块，制成样本进行农残检测。大概1个小时后，这些当日样
本的检测数据会公布在菜市场入口的电子滚动屏上。“今
天这些蔬菜是从4家商户中抽检来的。一般检测的合格率
在95%以上。如果有样品检测不合规，我们会找到商户，禁
止这批货售卖。”栗素巧告诉记者，这些抽检样本的农残信
息会在市场入口的电子滚动屏、农残检测公示栏以及其下
方对应的白板手写记录处三个地方同步公示。
除了食品安全，大直沽菜市场在卫生安全方面也下足

了功夫。在这个菜市场，仅熟食商户就有40余家。由于大
多食品需要现场制作，因此商户对排污要求很高。“我们每
年要进行4次左右的排污清理。平时，3位保洁员每天都会
实时进行垃圾清理。”大直沽菜市场经理郭建军说。
记者采访当日，早上8点，3位保洁员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我们3个人今天的班次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
扫地、洗地、去摊位收垃圾，分工干。”保洁员陈连德告诉
记者，每天早上，蔬菜商户们会整理新批发来的蔬菜，比
如把外表不太干净的叶子掰掉，因此蔬菜摊位的垃圾量
最大。有些蔬菜的损耗约占菜值的10%。“240升的大号
垃圾桶，一天大概有20桶的垃圾量。这些垃圾定时会被
环卫部门的垃圾清运车拉走。垃圾清运车分别在早晨5
点多、上午9点多和下午1点多过来，一天3次来收垃圾。”
陈连德说。

摊主故事

日销量1000余斤
光摆菜就要3个小时

卫生安全

检测报告当日公示
保洁员实时清理垃圾

特色菜市场

大直沽菜市场

商户信息“滚屏”播放
智能秤管理货品库存

龙井坊菜市场

怀旧元素引来年轻人
功能区打造“邻里中心”

地处津塘公路上的大直沽菜市场，内部
面积约7100平方米，再加上外部的39家商
铺，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桂顺斋、天宝
楼、大桥道、认一民、小宝栗子、张记包子等
天津地方特色知名品牌在这里都能找到。
以市场入口处的老六素货为标志往里

走，鲜肉、切面、鸡蛋、蔬菜、水果、水产、调味
料、熟食……一应俱全。算上市场外围的
商户，这个菜市场的商户有将近160家，其
中熟食店占到了1/3。每天上午9点半至中
午1点半、下午3点半至晚上7点左右，是这
个菜市场的客流高峰。平日，这家市场的
客流量在7000多人次，周末则能过万。
韩味轩紫菜包饭是今年8月刚被引

进大直沽菜市场的一家熟食店，店面积有
10多平方米。早上7点半，店老板刘女士
开始准备食材：摊鸡蛋、切黄瓜、炸鸡排、
蒸米饭……然后把店面门前的电子显示
屏打开。在这个小小的屏幕上，该商户的
营业执照、收付款码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样的电子屏，这家菜市场的每家商

户都有，但展示的内容会根据售卖的货品
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平价蔬菜商户老王的

摊位前，这个电子屏上除了显示商户信息，
还有所售农产品的信息公示，包括产品名
称和产地等。老王告诉记者，他的摊位有
100多种蔬菜，其中2/3是从产地直供的，这
些蔬菜信息会滚动出现在电子屏上。“顾客
看得清楚，买得放心。”老王说，他现在每天
的销量达2000多斤，一个月的销售额在20
万元左右。
智能化是记者在对大直沽菜市场采访

时最直观的感受。整个菜市场有100多个
摄像头，能实现360度无死角监控，并实现
了WiFi全覆盖。过不了多久，这里有50
多家商户还会把现在的电子秤替换成智能
秤。大直沽菜市场经理郭建军最近正在着
手这项工作。他们把市场500兆的网络升
级到1000兆以满足智能秤的网络需求。
“使用智能秤后，商户需要提前将货品

名称、价格录入系统。跟超市结算类似，我
们从后台可以看到商户的经营情况，便于
我们对商户进行整体管理。”郭建军说。

墙上印着上世纪 80 年代的影视画
报；过道里，等着妈妈的小朋友摆弄着拳
皇游戏机；在名为“龙井学堂”的公共餐厅
中，有年轻人正在黑板前的木质桌椅上吃
着热腾腾的麻辣烫……众多怀旧元素将
思绪拉回到儿时——这就是沉浸式菜市
场的魅力。
作为天津首家怀旧版沉浸式网红菜市

场，位于南开区的龙井坊菜市场在今年8
月完成了改造升级。
“以前，龙井坊菜市场的设施和环境跟

不上，大家都不乐意来购物，很多商户也表
示不再续租。”龙井坊菜市场负责人窦洪林
对记者表示，随着线上卖菜的普及，菜市场
中已经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如何让更
多的年轻人走进来已经成了菜市场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为此，窦洪林及其团队今年年初下定

决心，开始筹备对龙井坊菜市场进行升级
改造。今年上半年，团队通过走访多个城
市的网红菜市场积累经验，最终决定将龙
井坊菜市场打造成怀旧风的“邻里中心”。
由于龙井坊菜市场已经经营了20余

年，线路、棚顶老化严重，不仅漏雨灌风，
还存在安全隐患。此外，该菜市场原本的
空间有所局限，团队在改造时难度较大。
为此，改造初期，团队整合了菜市场后门
的露天空地以及相邻的室内场地，将三个
区域整体打通，重新规划管道、线路以及
动线设计。
据窦洪林透露，龙井坊菜市场本次提

升改造总投资达400余万元。改造后，这
家总面积2800平方米的菜市场，按照装修
特点被划分为70年代菜市场、80年代大食
堂、90年代小市集等多个区域。除了传统
菜市场的功能，龙井坊菜市场还增加了公
共餐厅，销售各类特色小吃及饮品。在露
天空地处，工作人员会定期组织一些环保
宣传、健康讲座等社区活动。
窦洪林表示，这里改造升级之后，摊位

从33个提升至44个，如今已全部招满；大
食堂、小市集等区域可以容纳25个摊位，
目前已有18家商户进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