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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Generation

概念店”

6/3（周六）“Aeon Style 新茨木”隆重开业
2017 年 6 月 3 日（周六）
，永旺零售的 Grand Generation（以下简称 G.G）※1 概念店“Aeon Style
新茨木”（以下简称本店）隆重开业。
本店自从 1986 年开设“Jusco 新茨木店”以来，以“生活宝岛”为主题，不断挑战新的尝试，并
且与地区的顾客共同发展。经过约 31 年的岁月，地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顺应这种变化，
并满足随之而来的新需求，这次本店焕然一新，作为“G.G 生活支援站”，综合提供“商品×体验×场
所”。

※图片均为示意图。

永旺在整个集团开展的“转向”中，通过摆脱“Senior＝老年人”的观点，重新追求能让 G.G 顾
客满意的服务、商品，也赢得了家庭层顾客的高度评价。
实现了这一理念的 1 号店“永旺葛西店”
（东京都江户川区）
，旨在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迎
来了人生最美好世代的 G.G 顾客，提供“体验”、
“商品”、
“服务”
。
“Aeon Style 新茨木”也秉持“G.G 顾客聚会交流的绿洲“Life Station 新茨木””的理念，聚
集对 G.G 顾客的生活方式有帮助的功能，作为生活基础（即车站）
，支持舒适便利的生活，不仅能够
日常购物，而且提供享受生活的装饰、情趣的场所等各种场景。
※1：
“Grand Generation”
（G.G）是一种替代老年人的世代观点，是以剧作家、大学教授等身份活跃在广泛领域的小山薫堂
先生提出的。该词中使用的“Grand”意味着最高级，将老年视为人生中最美好的世代，对那些上了岁数也显得很有朝气，
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以各种方式享受着人生的年长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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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on Style 新茨木”与行政部门的措施
【与大阪府茨木市的合作】
 永旺赞赏茨木市的措施“适盐宣言”
，专设售货区销售减盐酱油、减盐味
增等茨木市推荐的“适盐”商品。
此外，还在“茨木市健康福利部”的协助下，在新设的 3 楼美食区，
提供适盐菜谱。
并且，还将毎月 15 日列为“适盐日”，扩销适盐商品，开展启蒙活
动，提供菜谱。也得到茨木市内的大学、供货商的协助，产官学共同采
取措施。


开设“永旺活力广场”，为茨木市市长担任塾长的“终
生学习‘去吧去吧！未来塾’”以及“NPO 法人茨木
老年大学”、“茨木市社会福利协议会”、“茨木市
老人俱乐部联合会”、“茨木市老年人才中心”等各
种活动提供场所。安排了许多活动，包括从早晨 8 点
开始进行的“健康！茨木体操”（周一～周六），以
及毎周一和每周五的市民参加型课程，可以用作“聚会场所”。



培养能够妥善应对老年顾客的员工，努力营造任何人都能放心生活的地区。
与茨木市协作，举办厚生劳动省推动的“痴呆症支持者培养讲座”
，员工帮助老
年人、痴呆症顾客、护理的家人。今后，我们还要努力让广大茨木市民也能参
加该培养讲座。
此外，持有公认资格“服务护理师”的员工，根据老年人、身体不便的顾
客的要求进行照料。



茨 木 市 将 于 平 成 30 年 （ 2018 年 ） 迎 来 “ 建 市 70 周 年 ”。
“Aeon Style 新茨木”将在 3 楼的室内天井，设置城市的四季魅力、
牟礼遗迹（1985 年发掘）的展板等，也发挥茨木市的城市魅力的
传播基地功能。



【Aeon Style 新茨木的概要】
地
址：
专卖店铺数：
营业时间：

大阪府茨木市中津町 18 番 1 号 电话号码：07-632-5511
19 家店铺
（包含ＡＴＭ在内）
1楼
7：00～23：00
2楼
8：00～22：00
3楼
9：00～22：00
专卖店
10：00～21：00（部分店铺有差异）
店
长：
肥野 纯子（Hino Junko）
ＳＣ面积：
约 20,460 ㎡
卖场面积：
约 13,500 ㎡ （细项）直营：约 11,600 ㎡、 专卖店：约 1,900 ㎡
停车场车位数： 约 520 台
停脚踏车位数： 约 1,7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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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满足保健、单人份食品、快餐需求的食品楼层

・“Reward Kitchen”以“为了奖励辛勤努力的自己，轻松享受奢侈一点的美食！”为理念，以面对
面的方式销售烤牛肉、沙拉等熟食。以日式熟食和沙拉为主，从点缀毎日餐桌的熟食到甜点，提供
约 40 种菜谱。
・“饭团店（HONOMI）”贩卖约 30 种饭团，包括热门的“杂谷米饭团”，以及用最适合做饭团的色
泽明亮、味甜、软糯的新潟县产 KOSHIHIKARI 大米煮制而成的“炸大虾饭团”等。
此外，还在鱼类熟食区贩卖约 40 种菜品，包括鲑鱼、多线鱼、鲭鱼等的“无盐烤鱼”，以及
烤鱼、煮鱼、炸鱼等，一应俱全。
・在店内饮食区备有约 90 个座位，还提供可以享受当场研磨的香浓“永旺滴滤咖啡”。还能与在店
内购买的熟食、甜点一起享用，让客人能在午餐时或在购物之余小憩片刻时利用。
・在蔬菜水果柜台，不仅设置了“JA 茨木市”的当地蔬菜区，出售当地出产的种类丰富齐全的蔬菜
和水果，而且还销售顾客便于购买的分量（散卖、小分量）的各种蔬菜水果。

・在日式点心售货区，在当地供货商的协助下，以“享受奢侈一点
的零食”为理念，设置了单人份食品和点心的售货区，以烤制点
心和带馅日式软点心为主，品种丰富齐全。
・在提供日常菜谱的“Cooking Station”，全面满足“饮食”方面的需求。提供采用了时令食材和当
地物产的菜谱。在毎月 5、15、25 日的“Waku Waku Day”等，营养师进行现场演示，还接受饮食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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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美与健康、提供新生活方式的时装与杂货的楼层

＜美与健康售货区＞
・在卫生保健售货区，设有可以轻松确认毎天健康状态的区域。不仅有
“人体脂肪秤”、“骨密度仪”、“血管年龄仪”等，均可免费测量，而
且专业工作人员还根据测量结果、健康问题提出建议。
在汉方售货区，新设“汉方店”，从汤药、专卖店经营的汉方到健
康茶和泡澡剂，品种齐全，也能解答 G.G 健康方面的苦恼、不安，满
足预防生活习惯病和自然派的顾客的要求。
・在美容售货区，顺应“希望永葆美丽”意识不断提高的趋势，不仅提供美甲服务，而且还进行手
部、脚趾甲的护理。在可以舒适休息的空间，还提供针对“指甲开裂”
、
“不善于剪脚趾甲”
、
“担心
嵌甲”等苦恼的咨询服务。

＜时装与杂货售货区＞
・在以便宜的价格提供设计新颖的镜框和镜片的永旺眼镜“Glass-Up”
，
提供适合顾客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以便宜的价格提供耐久性也很出色的商品，还备有无需验光即可
马上使用的远近两用眼镜“PATTO ENKIN”，以及看不清手头时无需摘
戴的“欧翼”等远近两用镜片、颜色、蓝光遮蔽选购品。
此外，还接受免费更换镜片等，重视顾客的心情，支持舒适的 G.G
生活。
・新开设手杖专卖店“FANTASTICK”。备有大量非常时尚的手杖，而不
是护理拐杖，可以定制、客制化等，挑选一根只属于自己的手杖。
此外，还备有约 100 种设计性和功能性很高的购物推车、老年人
推车。
・在“SPORSIUM”，
“散步”和“徒步旅行”专用的服装和商品丰富齐全，
提供有助于通过运动增进健康的商品。对于“散步”，备有可在淀川和
市内的散步路线行走的时尚、方便走路、兼具功能性的服装、散步杖
等商品。对于“徒步旅行”，设想去茨木市北部徒步旅行，为当天往返
背包客准备了兼具功能性的服装和商品。
・在 2 楼中央的“CAFE de PERAGORO”是一家咖啡厅，
顾客可以喝着用虹吸管冲煮的浓香珈琲，欣赏优质
的日常空间，独自一人也好，与好友聚会也罢，都
能轻松愉快地享受。让顾客参加了在 2 楼进行的从
早晨 8 点开始的“健康！茨木体操”之后，心情舒
畅地吃早餐等，以新的晨间生活方式提供“晨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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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生活方式解决方案楼层

提供舒适愉快地度过充实的余暇的商品和服务，在楼层中央经营生活方式解决方案型“未
来屋书店”。除此之外，还能发现手工艺用品、装修、DIY 等适合顾客的生活方式。

・在文具售货区，
“水彩画”
、
“成年人涂色画”
、
“书法”等兴趣爱好的文具，以及季节性问候卡等传
递心情的文具，应有尽有。
・为了提供“舒适睡眠”
，以永旺品牌“TOPVALU HOME COORDY”和畅
销的意大利制床垫“magniflex”为主，设置尝试区，让顾客一边实
际体验躺着的感觉一边挑选。也设置枕头的尝试区，此外还在床铺区
备有新经营的制造商“PLATZ”的电动床，品种齐全，支持健康舒适
的寝室生活。
・在装修方面，不仅提供厨房、浴室、卫生间之类用水设备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提供日常使用的煤
气设备的更换解决方案，以及适应集体住宅的功能统一的居住环境解决方案。
此外，对于独门独院的顾客，也承接外墙和房顶的涂装、白蚁的驱除和预防。
・生活用品区将重点放在着眼于健康方面的“日本料理”，充实了“日本陶器”的供货品种（形状、
尺寸）。
此外，对于“拖鞋”，除了以前的号码之外，还新添了供货品种中没有的小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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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区“茨木茶屋”＞
可以津津有味、愉快、轻松、舒适地用餐的温馨空间。利用茨木市出产的蔬菜等食材，提供“茨
木市健康福利部”推荐的适盐菜谱等，可以作为与地区密切联系的美食区加以利用。
此外，还可以品尝在食品楼层购买的商品。这是当地的居民们聚集、休息、在日常生活中轻松地
休息一下的空间。

对 G.G 等所有的顾客都体贴入微的服务
・“步行路线标识”与“楼梯级数标识”
为了“促进当地居民们的健康与交流”，将2楼外围作为步行线路，涂上米数标识，以便知道
距离。
此外，还在南楼梯（从1楼到楼顶）标注级数。配合从早晨8点开始的“健康！茨木体操”，提
出以“运动”为主题的新的晨间生活方式。

・“礼宾员”
各楼层的“礼宾员”，根据顾客的个别要求，专门负责购物的咨询。
此外，在各售货区，由具备丰富的商品知识和待客技术的永旺专业工作人员，提供时装、美容的
咨询服务，提供肉类、鱼类、熟食等的菜谱，推荐最佳商品。
・“当天送货”
扩充“当天送货”功能，将顾客在本店购买的商品当天送到顾客家里，并且新增冷藏商品的送货
服务。
此外，利用永旺卡、永旺电子货币“WAON”购买了一定金额以上的商品时，还提供可以按照更加
便宜的费用利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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