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

在转型大背景下， 距离消费者
最近的社区商业“火”起来。

瞄准商机，湖南商业大佬通程出
手了。日前，通程方面透露，通程商业
公司、通程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分别与
万坤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功签
署万坤图财富广场项目协议。

“确保商业的卖场定位、 品类品
牌、服务，酒店的定位、出品、服务和
周边居民的生活习惯、 消费水平、居
民结构相符合，将此社区店打造成为
具有鲜明特色的多业态、多功能的社
区中心。”通程商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 项目位于长沙市武广片
区的核心。东临圭塘河风光带、西抵
圭塘路，北至雨花区交警大队，南靠
香樟路。占地41亩，总建筑面积约20
万平方米，规划为集高档景观公寓、
精品商务酒店、5A生态写字楼、精品
百货和地下商业街为一体的综合
体。 负二层为长株潭城际铁路香樟
路站。 负一层至四层规划为通程商
业，经营面积约4.2万平方米，定位为
新型社区购物中心， 以满足周边社
区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为主要市场目
标， 采取百货商场+精品超市+电器
+餐饮休闲娱乐+生活服务设施等的
组合式迷你购物中心的模式。22-28
层规划为通程酒店， 经营面积约1.7
万平方米，定位为精品商务酒店。

业内人士认为，通程此次入驻，
为项目带来了旗下的百货、超市、电
器、酒店等多个主力业态，加上引进
的餐饮、娱乐、生活服务等项目，填
补武广片区的大型商业及商务空
白。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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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想和猫咪做朋友，于是把最喜欢的胡萝卜送给它，然
而猫咪却不领情。

这个小故事，在商业经营中同样适用。无论以何种经营方
式，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获得市场的认可才是真正的王道。咖啡
馆的经营亦如是。在一个茶文化已有千年之久的国家，喜欢咖
啡的人究竟有多少？消费群体大部分是年轻一族。

而这一消费群体最大的特征便是，喜好和口味变幻莫测，
今天的最爱可能转眼就不再喜欢。于是，商家如果想要用自己
的坚持来让这些个性鲜明的消费者适应节奏，显然并不现实。

无论是餐厅还是饮品馆， 做生意还需仔细把脉顾客的文
化心理，你觉得好的未必一定就能成，在经营思路上进行适当
的转变是一件必要的事。星巴克的茶馆卖不好，不过，长沙的咖
啡馆说不定能卖出新门道。 ■记者 朱蓉

咖啡馆变形“纯粹”撤掉，“实用”满上
美国专门卖茶的星巴克茶馆开不下去 长沙咖啡馆卖茶卖酸奶，还可看电影、玩桌游

2年前，星巴克先后在美国开设5家茶馆，信心满满地要
让美国人爱上喝茶。然而，数日前，星巴克对外宣布，将关闭
旗下4家茶馆 Teavana�Tea�Bars， 仅保留位于西雅图的一
家作为试点。

虽然“以卖咖啡为生”的星巴克茶馆开不下去了，星城的
咖啡馆们为了全面利用经营空间，却热衷于打出这张“文化
综合互补牌”，桌游、密室逃脱、空运酸奶、中国茶等均被囊括
进经营范围。

业内人士认为， 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休闲消费概念升温，
而西方饮品和生活方式的本土化， 也正在面临着文化差异、
消费者接受度的考验。

或许因为星巴克咖啡馆
里袋泡茶卖得不错，2年前，它
花6.2亿元美金大举收购了
1997年创立的Teavana茶馆，
做起茶馆生意，经营模式为以
花草、水果拼配的茶叶组合为
主打，兼售轻食，没有咖啡。据
了解，星巴克为Teavana下的
定义是贩卖体验，为消费者打
造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第三
空间。

上周五，星巴克宣布将关
闭旗下5家茶馆中的4家，将其
中3家位于纽约的门店于今年
4月改造成为星巴克咖啡店，
而位于洛杉矶的门店则彻底
关闭，仅保留西雅图的一家分
店作为“试点”经营。

虽然“咖啡大王”的茶馆生
意奄奄一息， 但长沙的咖啡馆
们卖起茶来却是风风火火。在
刚刚开放不久的长沙博物馆2
楼，一家名为“博衍堂·食”的咖

啡馆日均人流量十分可观。
1月27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该店看到， 虽然定位为
咖啡馆， 但店内除主打售卖
价格在12元至22元之间的咖
啡外， 还提供售价在18元至
88元不等的茶饮， 售价在10
元至12元的奶茶。 虽然是一
家咖啡馆， 但在店内的橱窗
中，店主摆放了如毛尖、绿茶
等一些茶叶陈列，既是装饰，
同时也进行销售。

“‘中西合并’是为了迎合
博物馆的中国文化氛围，茶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可以
吸引中老年龄段顾客，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求。” 该店店长孙
丁煜祺介绍，店内咖啡销量一
般，元旦等客流顶峰时期能达
到200杯左右， 而奶茶的日销
量却高达300至400杯， 而茶
饮价格虽然相对较高，每天也
有一些顾客点单。

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轻轻
地端上精致的瓷杯，里面装着
不足200毫升的咖啡， 一边看
书一边尝上一口。一杯咖啡喝
完，可能就过去了一个下午。

过去，这种小资情怀满满
的咖啡馆受到消费者欢迎，
而如今， 虽然甜点和简餐已
经成为星城小咖啡馆的标
配， 但这种热闹程度显然不
够。一些开着咖啡馆的店家，
却在店内主推青海空运而来
的酸奶，提供各种桌游服务，
甚至兼营起密室逃脱……

一批“不务正业”的大众
娱乐型咖啡馆正悄然在星城
开了起来。 河西大学城附近，
一家名为萨维塔的咖啡店内
虽然咖啡香气浓郁，但店长告
诉记者，店内最受欢迎的产品
是从青海航空直运来的新鲜
酸奶，售价12元一杯，这也是
该店的主推商品。

“单纯的咖啡满足不了顾
客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也会
提供简餐、西点之类的，酸奶是
品牌的标志。” 该店店长介绍，
为了吸引客源，店内每周五都

会用投影播放免费电影， 到店
消费的客人可以随时观看。

更有甚者，连桌游和密室
逃脱游戏都搬进了咖啡馆。1月
27日， 记者在奥克斯广场附近
看到，一家名为“憩咖啡”的咖
啡馆规模挺大，1楼经营咖啡，2
楼则是桌游，3至4楼则卖起了
创意产品和密室逃脱游戏。

据该店店员介绍，店内顾
客以年轻群体为主，人均消费
在30元左右，“主要是图热闹，
将相关产业联合在一起，能够
满足消费者一站式的休闲需
求，比单纯经营咖啡有更多的
吸引力和盈利增长点。”

据记者在河西大学城附
近走访发现，周边多数咖啡店
都会为消费者提供桌游等配
套休闲设施。“很少去在意咖
啡究竟多好喝，更多的是看一
些其他的因素，比方说环境是
不是舒适， 消费选择是不是
多。”接受采访的李小姐表示，
单纯的咖啡馆对消费者的吸
引力正在逐渐减小，但更有娱
乐精神的店会更加受到身边
朋友的喜爱。

“专一”的星巴克茶馆关门
“花心”的星城咖啡馆人气爆棚

从“小资情怀”到“大众娱乐”
消费者需要更多选择

做生意主要为了赚钱，
为了理想和爱好而经营一门
生意的商人毕竟是少数。就
像港式茶餐厅到了湖南，桌
上会主动摆上一瓶剁辣椒，
咖啡馆这种源自西方饮品文
化的餐饮类经营方式来到内
地，为了更好地盈利，其经营
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一位在湖南拥有8家连

锁分店的咖啡馆店主就表
示，如今的咖啡，甚至其他饮
品经营行业中， 很多已经不
单纯是“卖一杯饮料”这么简
单， 从使用瓷杯或者纸杯中
就能看出一家店的经营心
态， 有的店主希望传播咖啡
文化， 而更多的则是希望迎
合消费者的喜好， 通过咖啡
赚到更多的钱。

“现在的咖啡馆，昏暗灯
光下只售卖咖啡和甜品的店
已经很少， 商家一般会提供
其他很多娱乐性配套服务，
如定期举办咖啡沙龙、 甜品
课堂，免费提供益智类桌游，
甚至是将经营场地进行改
装， 为自拍达人提供拍照场
景或是朋友聚会提供场地，
密室逃脱、 电影等内容都有
人在做。” 上述业内人士认
为， 在商业趋利准则的影响
下， 综合娱乐元素正开始逐
渐发酵， 如果在确保店内商

品质量的前提下做一些多元
化尝试，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
事，“说不定摸索出又一个受
欢迎的全新经营模式来。”

在博衍堂·食咖啡馆的
经营思路中， 就有不少是出
租场地给单位或团体举办活
动。 据记者了解，1月27日中
午， 便有某事业单位进行包
场午餐， 看中的是这儿的环
境和地理位置。 据孙丁煜祺
介绍， 这种外单位包场活动
平均一周会有2至3次， 频率
相对还不错。

消费者不会在原地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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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商业或成新风口
通程商业挥师武广片区

日前，星巴克宣布关闭 4�家旗下茶饮店，而星城咖啡馆的茶生意则风生水起。

万坤图外立面。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谢维卓 苏好 殷靓


